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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春季学期刚刚结束，令人期待的暑假即将到来。首先祝愿大

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8月16日，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

南京开幕，我们将迎来一次“分享青春、共筑未来”的世界体育

和交流的盛会。 

6月13日是中美中心的毕业典礼。今年的演讲嘉宾是南京大学

校务委员会主任、前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倪伟立（Vali Nasr）教授。南京大学党

委书记张异宾教授致告别辞。南京大学副校长杨忠教授和Vali Nasr

院长为同学们颁发了学位证书和结业证书。

中美中心今年有34名硕士同学和86名证书班的同学顺利完成学业，获得两校联合颁发的学位

或者结业证书。长期以来，中心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一直在南京大学居于领先地位。今年大多数毕

业生也已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心有多位毕业生被国内外名牌大学

录取，继续自己的学业，比如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剑桥大学、伦敦政

经学院、柏林自由大学等。这不仅说明中美中心在国际和国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证明了我们

同学的能力和学术水准。

 

今年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家长中有一位是中心90-91级证书班学员宓致达（Scott Mills）先

生。他的女儿宓思华（Laurel Mills）同学是今年毕业的证书班学员之一。宓思华同学因而被称为

中心的第一位“心二代”，她也是典礼上演讲的国际同学代表。 二十八年来，中美中心培养了

2700多位毕业生，校友们的成就是我们的骄傲。也感谢校友们长期给予中心的关心和支持！

今年秋天，中美中心将在现有的五个专业方向基础上新增“能源、资源和环境”（英文缩写

ERE），这将是一个面向全球、立足现实需要的跨学科的新项目，具有广阔的就业和升学前景。

本学期，中美中心举办了“构建东亚地区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十几个国家

的学者们围绕东亚“地区主义”及“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展开讨论。举办了两场学术

工作坊。中美中心“环球论坛”邀请了资中筠、厉声等知名学者来中心讲学。中美中心中方教授

们编辑的“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即将出版。这些措施进一步提升了中美中心的学术影响

力。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

                                                                       中美中心中方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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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斌教授担任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学副主任

石斌教授自2014年2月起担任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学副主任。石斌教

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

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院兼职教授。1993-1994年为中

美中心证书班学员，2000年获南京大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

理论与思想史、国际伦理、美国外交、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出版论著、译

著十余种，并在《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杂志

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研究成果曾获江

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

究成果一等奖。

二、中美中心第十三任美方主任裴儒生博士(Dr. Jason Daniel Patent)离任

裴儒生博士（Dr. Jason Daniel Patent）于2011年9月至2014年6月担任中美

中心第十三任美方主任。裴主任1990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学士学位，1994

年在斯坦福大学获东亚研究硕士学位，2003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

博士学位。

裴主任20余年与中国相关的经历开始于在中国东北的工业城市齐齐哈尔

轻工学院任英语教师的工作。此后，裴主任曾在教育、非盈利组织以及商业

部门等领域任职。2004年起，裴主任担任斯坦福大学海外学习项目驻北京大

学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至就任中心美方主任之前，裴主任在位于美国费

城的新世基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Orchestrall Group）任市场营销副总

裁。 离开中心后，裴主任将就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三、中美中心第十四任美方主任顾百里教授(Cornelius C. Kubler)即将上任

四、中美中心启用新域名

中美中心网站于2014年5月1日全新改版，并启用新域名 (http://hnc.nju.edu.cn)。

中心快讯

美国知名汉学家顾百里教授（Cornelius C. Kubler）将担任中美中心

第十四任美方主任。顾教授现任美国威廉姆斯学院亚洲研究系史丹费尔德

（Stanfield）讲座教授及创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教学法、汉语语言

学、语言培训管理、教师培训及评估等。顾教授从康奈尔大学获得语言学博

士学位，曾任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亚非语文系中文和日文组主任、美国在台

协会华语学校校长、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教学研究所客座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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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年共有34位硕士学位项目学生和86位证书项目学生获得南京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共同颁发的学位证书或结业证书。

— 2014-2015学年，2013级硕士班学生赵鼎辰将赴德国波恩大学交换学习；邓协湘和赵泽丰

将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交换学习。

— 中美中心开放日活动

2014年3月22日，中美中心举办了春季开放和招生咨询日活动。来自合作院校的老师、数百

位学生以及家长来到中心，和中心的师生进行交流，并且参观了中心的教学生活设施。这次开放

日活动为有志于进入中心深造的同学提供了沟通平台，也增进了中心在各大院校的知名度。中心

中方主任何成洲教授和美方主任裴儒生博士首先致欢迎辞，从中美两个角度介绍了中心的基本情

况。接着，客人们观看了中心的专题纪录片，对中心的办学历史和现状有了基本的了解。随后，

中心教学副主任石斌教授详细介绍了中心的历史、项目情况、入学标准、课程设置、语言要求以

及毕业去向等。最后来访客人在中心学生的带领下，分组对中心进行了参观。

— 中美中心武汉大学宣讲会

5月12日下午，中美中心中方主任何成洲教授、中方前主任黄成凤教授等一行专程赴武汉大

学，在武大法学院会议室举办了中美中心校友见面会暨招生宣讲会。何主任首先向与会的校友和

同学们详细地介绍了中心的历史和现状。 此后校友们纷纷发言，回忆在中心度过的难忘时光，并

向参加宣讲会的同学介绍了中心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到场的同学们对于报考中心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纷纷踊跃提问和发言。

— 中美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宣讲会 

5月16日，中美中心教学副主任石斌教授、法学老师冯川教授、教学部门牛小虎老师赴西南

财经大学举办了招生宣讲会。三位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中心的概况，并对中心的项目情况、课程

设置、录取方式等同学们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介绍，同学们积极踊跃地提了许多问

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此外，中美中心教学副主任石斌教授、教学部门牛小虎老师、中心图书馆曹强老师于6月20日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办了一场宣讲会，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咨询。

教学动态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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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 证书项目招生：中美中心第29期（2014-2015）证书班共录取96名学生，其中中国学生55

名，国际学生41人。

— 硕士项目招生：中美中心第9期（2014-2016）硕士班共录取36人，其中中国学生19人，国

际学生17人。

— 2013-2014学年，2012级硕士班学生洪雨杏和龚耀晨前往德国波恩大学交换学习一年；俞

苏洋同学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交换学习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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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合硕士项目学术委员会召开第
九次会议

2014年1月7日至9日，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合硕士项目学术委员会(Joint 

Academic Committee，简称JAC) 在南京召开了第九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中方成员有：南京大学研

究生院副院长朱俊杰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闾小波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法

学院副院长杨春福教授、环境学院院长毕军教授、中美中心中方主任何成洲教授、中美中心教学

副主任蔡佳禾教授、中美中心政治学石斌教授；美方成员有：霍大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副

院长哈林顿教授，SAIS中国学研究项目主任兰普顿教授，SAIS欧洲研究主任普鲁默教授，SAIS 能

源、资源及环境研究项目主任布莱维斯教授，中美中心美方主任裴儒生教授、美方政治学金凯莉

教授等。 

委员会对联合硕士项目各方面的进展情况表示满意，对硕士项目拟增加新的“能源、资源及

环境”研究方向的培养方式作出了具体和明确的决定，就教授聘用、课程设置、选课规定、实践

课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还明确了关于国外及港

澳台地区中国公民申请进入中美中心硕士项目的途径。会议

还对硕士项目的学生选择非目标语言课程的要求和学生申请

SAIS在南京的暑期学校等问题做出了决定。会议期间，联合

学术委员会成员讨论并决定了新聘请的教师。他们还会见了

部分学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会见了联合学术委员会的

全体成员。

二、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合硕士项目学术委员会成员与
中心学生座谈

2014年1月8日（星期三）下午1:30至2:45，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合硕士项目学

术委员会（Joint Academic Committee，简称JAC）全体成员与中心同学就有关中心学位和证书项目

的教学问题进行了座谈。 

兰普顿教授在座谈会上给在座的同学介绍了“SAIS China”的构想。他对中心的办学模式以

及成效表示高度认可，表示中方与美方共同决策、办好中美中心的方针在未来不会改变。建立

“SAIS China”将通过管理整合多个平台，实现更为有效的组织架构，为SAIS和中美中心的发展

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兰普顿教授认为应该加强SAIS各个校区之间的互动，比如通过开办暑期学

校，使得华盛顿、博格尼亚（意大利）和南京等地的资源得到互补。 

在兰普顿教授发言结束之后，中心的同学们向JAC成员提出了诸多有关中心课程设置、资源管

理以及导师选择等方面的问题。

三、名家讲座

— 欧洲议会驻美国国会联络办公室副主任Geoffrey Harris先生讲座

2013年12月30日，欧洲议会驻美国国会联络办公室副主任Geoffrey Harris先生就“二十一世纪

的相互依存关系：一种欧洲视角 (Interdepend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一

题，与中心师生进行了研讨。整场研讨会的互动性很强。老师和同学们对于民主、美欧中关系、

学术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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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厉声研究员讲座

2014年3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院前主任厉声在中心就“政治伊

斯兰与新疆政治社会历史的发展”话题开展了讲座。厉声研究员先后从六个方面涵盖了伊斯兰教

在新疆的传播、形成、发展及复杂性问题。他首先罗列了伊斯兰教传播在古代西域发展的历史条

件，并就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的政治社会背景展开了讨论。回顾该段历史，他总结了10-16世纪间

新疆伊斯兰的性质及特点。随后厉声研究员阐释了近现代新疆伊斯兰“运动”的复杂性。步入近

代社会，“政教合一”进一步主导着新疆伊斯兰政治，传统的“圣战”成为涉及伊斯兰各种势力

互相角逐的旗帜和工具。

互相依存关系以及全球化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学

术

资

讯

— 国家体育总局张锐铧博士讲座

2014年3月26日，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14春季学期研究员、国

家体育总局人事司运动员保障处处长张锐铧博士为中心师生做了题为“运动员职业生涯支持系统

研究”的讲座。

张锐铧博士认为，对运动员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的指导，要形成政府、社团、企业共同

投入、多方面合作的工作体系。在这个工作体系中，尤其要注重发挥体育组织的指导作用。管理

人员、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观念、认识的统一也非常重要。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专门建立针对

运动队的专业咨询或辅导员制度。在目前我国职业生涯规划与指导体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可以

采取分步骤、循序渐进地引入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的理念，鼓励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和职业体育俱

乐部等各类体育组织积极探索。

—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资中筠教授座谈

2014年4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研究所资深研

究员、前所长资中筠教授在中心就“当前国内外形势”话题

开展了座谈。

资教授向同学们解释、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并对

当代年轻人提出了期许。在回答同学们提出的当代年轻人与

80年代年轻人的区别时，资教授表示相较于80年代年轻人的

理想主义，当代的年轻人或许更注重物质。但无论时代如何

变迁、无论社会发生何种变革，当代的年轻人都应该保有自

己的底线，做人做事凭着自己的良心，不能同流合污。

— 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杨力参赞讲座

2014年4月16日，中心1994-95校友、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

参赞、处长杨力先生为中心师生做了题为“中国的海洋政策与中美

关系”的讲座。

杨力参赞认为，中国应该与邻国处理好关系。但与此同时，其

他国家也应该尽量避免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将中国的合理举动

理解成为对区域安全的威胁是不合理的。就中美而言，两国有较多

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两国更应该相互合作，而不应该

是相互猜忌，甚至公开指责对方。如中美两国在航海自由方面就有

很高的共识，在处理索马里海盗问题上双方都出力保障了印度洋的

航海安全，而中美两国也应当在涉及中国的海洋问题上达成相关共

识，以促进相关各方在该问题上协商沟通，从而保障各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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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唐松根参赞讲座

2014年4月24日，中国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参赞、处长

唐松根先生在中心就“‘义利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话题开

展了讲座。

唐松根先生指出中国要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必须跨越两大

陷阱：第一是“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正努力构建中美间的新

型大国关系，2013年的元首会晤就是成功的体现。中美间不冲

突不对抗的关系，也能给世界带去积极的信号。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与俄罗斯深化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第二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同样认识到要成功跨越这一陷阱，必须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蔡永顺教授讲座

2014年4月23日，中美中心1991-92校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院前

任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蔡永顺教授为中心师生就“中国官员的问责”做了主题讲座。

蔡永顺教授认为中国众多省市的现状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使中国不能复制香港或新加坡的

模式，提出了中国在处理官员的时候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无原则容忍违纪官员会损害制度

的合法性和本国的权威；另一方面，国家也要依赖官员群体来进行统治。蔡教授用事例，以及关

于群体事件与官员问责的定量分析数据，进一步阐释了中国政府处理官员的尺度与惯例。

— 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巡视员赵建中讲座

2014年5月7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巡视员、经济学教授赵建中先生为中心师生作了题

为“中国行政机制的由来与发展及中共民主集中制度的变化”的讲座。赵建中教授与同学们分享

了关于集权与分权、集中与民主的思考。不论集权与分权，其前提是必须清楚国家权力为谁服务

和权力向谁负责。在这个前提下，可以从公平与效率两个层面讨论制度的优劣。不可否认的是，

集权有可能导致专制，分权则可能引起民粹。在选择具体制度的时候，要考虑到文明的多样性和

不同的民族性格。

— 牛津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Keun-Wook Paik讲座

2014年5月30日下午，牛津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Keun-Wook Paik为中心师生做了题为“亚

洲能源安全”的讲座。

— 托马斯·西蒙教授从和平学角度解读“正在消失的国家”

2014年5月7日，南京大学中美中心国际法教授托马

斯·西蒙（Thomas W. Simon）莅临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

协同创新中心，作了题为《正在消失的国家：海洋开发中的

生态“金丝雀”》（“Disappearing States: Ecological Canaries 

in the Coal Mines of the Sea”）的报告。西蒙教授从和平学视

角，就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对于岛屿国家及沿海国家

的居民、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等议题，与南海中心相关

平台的骨干研究人员及博士生进行了深入座谈和研讨。

四、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14春学期研究员

本学期入驻中美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为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运动员保障处张锐铧处

长。张锐铧处长在中美中心的研究课题为“中美体育管理体制对运动员职业生涯支持系统的影响

学

术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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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会议 

— “构建东亚地区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5月9日至10日，“构建东亚地区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召开，

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十几个国家的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四十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中美中心主办，会议开幕式由中美中心教学副主任石斌教授主持。 

开幕式上，南京大学副校长杨忠教授、中美中心中方主任何成洲教授、中美中心美方代表

David Arase教授分别致欢迎辞。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中外学者围绕东亚“地区主义”及“东亚共

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展开讨论，并就东亚国家如何加强交流与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睦邻友

好关系进行了学术对话。

这次亚太主要国家均有代表参加的高水平国际学术研讨会让与会代表更好地了解了彼此间的

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加强了中美中心的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扩大南京大学及中美中心

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

比较研究。” 在访问期间，张处长为中心师生做了主题为“运动员职业生涯支持系统研究”的讲

座（详见名家讲座）。

7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21世纪陆海丝绸之路的设想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

— 2014年下半年会议预告

— 文化旅行：现代研究中的中国古老形象

2014年5月21日，中美中心举办了主题为“文化旅行：现代研究中的中国古老形象”

（Travelling Cultures: Old Images of China in Modern Studies）的学术工作坊。本次学术工作坊的三

名演讲者分别是哈萨克斯坦科学院院士布拉特·库麦科夫（Bulat Kumekov）教授、中美中心华涛

教授、中美中心中方主任何成洲教授。

库麦科夫教授演讲的主题是“中世纪阿拉伯和波斯前往中国的旅行家”（Medieval Arab and 
Persian Travelers to China）。华涛教授带来的“〈史集〉中的中国名称”（Names of China in Jāmi` 
al-Tāwārīkh of Mongolian Iran）的演讲。何成洲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图兰朵’在中西方中的流

传”（‘Tulan Daughter / Daughter of China’ Travel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六、专题工作坊

— 环境伦理与审美：中国和美国的视角

南京大学 “环境伦理与审美：中国和美国的视角 ”的学术工作坊于2014年6月11日在中美文

化研究中心举行。主讲人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梳理了生态批评研究在北美学界的发展历史，并

指出了其现今发展动向，特别强调生态批评与环境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态势，鼓励大家在研究过程

中保持开放的态度，促进学科的长足发展。与此同时，斯洛维克还指出，生态与环境批评研究在

国外现在已进行到第四阶段，以应用生态批评和物质生态批评为主。当然，他也肯定了中国生态

与环境批评的发展状况，认为中国现在是这一批评领域的研究重镇。中美中心主任何成洲教授探

讨了动物文学中的狼形象，并提到纪录片《重返狼群》以及中国作者姜戎的《狼图腾》在中国学

界引发的争议。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方红教授汇报了其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生态与环境批评

的教学活动及学术活动。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姜礼福教授探讨了中国语境下的人与动物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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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午餐会

2014年春季学期，中美中心共组织教授午餐会3次。中心教学部门每次安排一位教授就本人的

研究方向或者当前的时事热点问题进行报告或解读，让中美双方教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进行充

分的跨学科学术讨论，加深教授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了解。本学期报告人及报告题目如下：

报告人     报告题目

Wilton Fowler教授 1880至1950年在南京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

Roda Mushkat教授 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及国际政策学习

张仁善教授 冤案平反有多难？——以清朝杨乃武、小白菜冤案为例

— 中美中心美国学教授Wilton Fowler的演讲题目为“1880至1950年在南京的美国基督教传教

士”。本学期，Fowler教授在中心开设了一门新课程《传教士在中国》。教授午餐会上，Fowler教

授以介绍该门课程为导入，介绍了金陵大学、赛珍珠故居、金陵女子大学、鼓楼医院、国际安全

区、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和位于南京市西康路33号的美国驻中华民国大

使馆，以及相关传教士在南京的活动。

— 中美中心国际法教授Roda Mushkat的演讲题目为“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及国际政策

学习”。这次报告的内容是摘自Mushkat教授为“Rethinking Law and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Experience”一书写的一个章节。Mushkat教授总结了中国在历史不同阶段所采取的三种不同的战

略发展模式，依次为“迎头赶上”的发展模式、GDP主义和克制的GDP主义。接下来她重点对国

际法律理论见解和跨国法律过程理论展开了评论。

— 发生在晚清时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可以为我们探究清朝洗冤机制的隐秘内情提

供一个分析模型。张仁善教授认为这起当年轰动一时的大冤案，让我们看到冤案平反的幕后，隐

藏着哪些微妙因素与复杂博弈。杨乃武之所以能逐渐上升为案件主角，积极推动着冤案平反的进

程，在于他所掌握的资本远远优越于小白菜。当事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状况决定了其在

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和权力，进而影响案件的进程和结果。这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该案中正义的实

现，另外也使得对于正义的诉求蜕变成当事人之间各种资本的较量，最终势必影响司法正义的实

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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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安排与独立研究 

1 课程设置
本学期，南京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共聘请26名中外教授，为中心学生开设了33门课

程。

国际政治 

1 南亚国际关系     宋德星 
2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研究    蔡佳禾
3 东南亚国际关系    杨光海

系这一重要的生态批评主题。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的韦清琦教授表达了对中国环境恶

化的担忧，但是也肯定了中国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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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国际法

1 中美法律文化比较    冯川
2 中国法律史和法哲学    张仁善
3 环境法      陈伟
4 中国刑法     张淼
5 American Legal System    Thomas Simon
6 Famous Trials: Socrates to Saddam  Thomas Simon
7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Roda Mushkat
8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Roda Mushkat

国际经济

1 东亚经济     赵曙东
2 金融投资     韩剑
3 计量经济学     张晔、于津平
4 统计学      方勇
5 国际经济学     黄繁华
6 博奕论      谢建国
7 Corporate Finance    Paul Armstrong-Taylor 
8 Financial Crises      Paul Armstrong-Taylor 
9 Intl Monetary Theory/Policy    Jacob Kurien
10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acob Kurien

学

术

资

讯

中国学

1 中国乡村政治     李里峰
2 少数民族与中国社会     华涛
3 毛泽东生平与思想 (Half Course)  董国强

美国学

1 US Diplomatic History      Wilton Fowler
2 History of the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ton Fowler
3 Mapp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Mindsets    Jason Patent

2 教学考察
— 金陵女子大学旧址参观

2014年3月28日，傅乐（Wilton Fowler）教授带着参加“美国传教士在

中国”（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课程的同学参观了金陵女子文理学

院的旧址。傅乐教授介绍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建筑、历史以及抗日战争时

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4 核武器与核战略研究    崔建树
5 国际组织研究     郑安光
6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David Arase
7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David Arase
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Gaye Christoffersen
9 Asian Energy Security    Gaye Christoffe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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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师生参观爱德基金会

2014年4月23日下午，在郑安光教授的带领下，中心国际组织课程(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的中外学生共同参观了爱德基金会，与中国本土的NGO组织进行了一次零距离接触。爱德基金

会秘书长丘仲辉先生委派其外事秘书郑蔚女士接待了中心师生。在看完爱德二十五周年宣传片之

后，同学们对爱德成立的时代背景、开展的公益项目、涉及的社会服务领域、取得的成绩有了全

面的了解。

— 在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旧址参观

2 0 1 4 年 5 月 7 日 ， 选 修 “ 美 国 传 教 士 在 中 国 ” （ A m e r i c a n 

Missionaries in China）课程的中美中心同学在傅乐教授（Professor 

Wilton Fowler）的带领下，前往传教士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曾工作过的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观访问。中美中心国际

法教授Roda Mushkat也一同前往。

—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参观

2014年5月14日，在张淼老师的带领下，选修中国刑法课的同学们参观了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

察院。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办案数据以及先进典型等载体，同学们对玄武区检察机关的发展历

程、职能定位、工作流程以及检察机关在服务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付出的艰辛努

力和取得的工作成绩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不同的制度文化特别是参加座谈的检察官丰富

的工作经历引起了同学们浓厚的兴趣。本学期，张淼老师还组织选修中国刑法课的同学参观了江

苏省检察院院史馆、秦淮矫正所、鼓楼法院、大成律师事务所等。

3 独立研究
本学期，国际学生Amanda Wolf（卫萌）在中方舒建中老师的指导下，作了题为“跨国公司投

资的政治风险分析：以CNPC为例”的独立研究。该研究报告探讨了跨国石油公司投资的政治风

险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九、科研成果

— 由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欧洲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同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全

球化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于5月15日-17日在北京举行，中美中心中方主任、美欧戏剧研究和美国

文化研究专家何成洲教授出席了研讨会，并做题为“Theorizing 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发言。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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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中心中方主任何成洲教授与美国西方学院尹晓煌教授合作出版新书《全球化与跨国民

族主义经典文论》。本书汇编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全球化和跨国民族主义的经典理论，具体探

讨了全球化、流散问题，区域研究，跨国民族性，国际组织等具体问题，对全球化、跨文化研究

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本书是何成洲教授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丛书”系列的第五部。

— 中美中心教学副主任石斌教授主编的十卷本“美国对外战略的设计者”丛书已由北京大

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是国内第一套利用第一手外交档案文献研究美国战略精英与外交决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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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中心法学教师冯川在《学海》杂志2014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文“走向自由的否定：康

德黑格尔哲学自由概念批判”；2013年1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黑格尔〈法哲学

原理〉的道德哲学研究-伦理精神的辩证发展之路》；在《学海》杂志2013年第4期上发表了论文

“立宪的技艺：法国方式与英国方式”。

—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舒

建中出版专著《克莱顿：从“世界棉王”到贸易斗士》，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

—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师，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师卜

茂亮博士在Yao, S. J. and Herrerias Talamante, M. J.主编的Energy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Palgrave Macmillan) 一书中撰写了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f China一章。发表论文 Rural-urban income gap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1978-2010,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6 (1), 
92-107 (SSCI)。

— 2014年5月2日上午，“任东来教授逝世一周年追思会暨《读书的学问》和《有厚度的学术

人生》首发式”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5号楼B113室举行。任东来教授生前为南京大学－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兼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会议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主持了

会议。

十、奖学金

— 玉清奖学金

本学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中心1993-1994学年校友钱皓博士，

为感谢中心的学术培养，也为激励年轻校友，经与中心协商并签约，私人出资在中心设立了“玉

清学术奖”。该奖学金的发放对象为入中心时仍然攻读法学硕士以上学位（含硕士）的中国籍学

生。奖励在国际政治领域科研能力、学术热情和学术成就最突出者。

“玉清学术奖”学术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童志超、蔺陆洲为该奖项2014年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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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丛书，着重研究和揭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即战后美国世界性主导地位或

全球“霸权”的确立、巩固或维系，与冷战的形成、展开、转型和终结之间具有何种联系；以及

战后各个历史时期，美国战略精英如何确定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与优先次序、判断内外威胁与挑

战、评估自身能力并做出战略选择，以达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确立、巩固或护持美国全球霸权

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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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副校长一行访问中心

2014年2月27日，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谢尔盖·沙赫赖

（Sergey Shakhray）副校长一行访问中美中心。中心中方主任何

成洲教授对沙赫赖副校长的来访表示欢迎。何主任向沙赫赖副

校长介绍了中心的基本情况。沙赫赖副校长对中心的办学模式

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为莫斯科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展实质性和高

水平的合作提供了范本。 

莫斯科大学副校长谢尔盖·沙赫赖教授曾担任俄罗斯联邦

政府副总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杜马代表、俄罗斯宪法起草人，目前为俄罗斯国家

杜马主席顾问、俄罗斯历史学会执行会长。

—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代表团访问中美中心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代表团一行访问南京大学，并专程参观了中美中心。教

授们饶有兴趣地询问了有关中心教学和管理模式等问题，并与中心学生交流。教授们对中心学生

的专业素养和语言能力赞不绝口，希望在未来南京大学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合作中借鉴中心模

式。

— 霍大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倪伟立、知名学者大卫·兰普顿一行访问南大

2014年6月12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倪伟立、高级国际问题研究

院中国学系主任大卫·兰普顿、主管高级教育及战略项目的副院长梅丽莎·特洛塔一行访问南京

大学，我校党委书记张异宾、校务委员会主任洪银兴会见了来访的客人，副校长杨忠、校长助理

濮励杰以及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商学院相关负责人陪同会见。双方就进一步

深化两校合作进行会谈。

党委书记张异宾会见霍大客人 (佘治骏 摄影) 

2014年6月13日，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毕业典礼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西报告厅举行。今年共有34位硕士学位项目学生和86位

证书项目学生获得南京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共

同颁发的学位证书或结业证书。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

宾，我校原党委书记洪银兴，副校长杨忠，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倪伟立，江苏省、 张异宾书记致辞 (佘治骏 摄影)

毕业典礼

重要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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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南京大学相关部处负责人以及部分学生亲友等出席典礼。典礼由中美中

心中方主任何成洲和美方主任裴儒生共同主持。 

典礼上，洪银兴教授和倪伟立教授分别作了精彩的演讲。 洪银兴教授所作的演讲题目为“改

革推动新时期经济发展”，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作了

深入介绍。倪伟立教授的演讲以跨文化研究对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作用为

主题。倪教授期待中美中心所培养的人才将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

俞杨润东和宓思华分别代表中外毕业生发言。他们深情回忆了自己在中心学习、生活的美好

时刻，对老师和同学们为自己提供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典礼最后，杨忠副校长和倪伟立院长共

同为学生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和结业证书。

职业发展

— 2012-2014届中方硕士生毕业去向（截止2014年6月）

出国：
牛津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柏林自由大学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

就业：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成都市高新区管委

会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驻

北京代表处  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创业：
南京雷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一 、就业情况

— 中心学生创业项目荣获南京市优秀创业企业、南京大学国家级创业项目

由中心学生黄宇人牵头创办的“MyDocumate我的文书伙伴”项目于2013年3月正式被授予

“南京青年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市级二等奖”，同时得到南京紫金科技创业投资公司的关注，并

获得了15万元的天使投资基金。“MyDocumate我的文书伙伴”留学文书与咨询公司是一家为个人

与企业客户提供地道国际语言优化服务的网络平台，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好的互联网DIY留学文书

与资讯平台，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优质、高效”的留学服务。6月3日晚，黄宇人同学走进南京

大学本科生“就业创业”课堂，与有志于创业的同学们近距离分享了他的创业经验。

二 、职业发展活动

— Asian Trek职业发展活动

2014年1月12日到17日，来自中美中心的11名学生在中心学生职业发展顾问 Robert Shields先生

的带领下，与来自华盛顿SAIS学生就业中心主任Ron Lambert先生带领的8名学生一起，参加了由

中美中心和SAIS共同举办的2014年Asia Trek职业发展活动。整个行程中同学们参观了近20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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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职业发展日活动

2014年3月14日，中心2013-2014级证书班学生和二年级

硕士研究生赴上海万豪酒店，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职业发展日

(Career Day)培训活动。在欢迎午宴上，中方主任何成洲、美

方主任Jason Patent 以及学生就业咨询顾问Robert Shields先后

发言。JHU-SAIS 83-85届校友、现任沃尔玛集团女性经济

赋权部的资深总监 Beth Keck女士作了主题发言。

下午，同学们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意向和兴趣分别加入

金融、咨询、法律、NGO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每一轮小组会

谈中，首先由演讲嘉宾介绍自身的职业轨迹，目前所在行业

的动态和最新发展情况，以及在职场中的心得体会，接下来

嘉宾们一一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学生与嘉宾双方都很珍

惜此次相互交流的机会，中心同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职业经

验知识，而嘉宾们也能从解疑答惑中感受到同学们的热情与

朝气。

当晚中心同学、校友和嘉宾们欢聚一堂，谈笑风生，相

互问候，了解彼此的职业发展情况，同学们得以借此更加自

由的形式同校友和嘉宾增进了解、联络感情。

— Beijing Trek职业发展活动

2014年3月31日-4月4日，中心部分证书班和硕士班同学在中心学生就业咨询顾问Robert 

Shields先生的带领下，前往北京参加中心一年一度的职业发展活动“Beijing Trek”。本活动主要是

以拜访和参观不同的企事业单位的形式，让各位同学们对于不同的行业和领域的工作有一个初步

了解，并向任职于相关行业和领域的中心校友咨询和交流自己的职业规划。 

本次活动访问的公司机构有：APCO China,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Gates Foundation, 

Greenpeace, Nielsen , Pfizer,  SOHO,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ited States Embassy , 

U.S - China Business Council, Weber Shandwick等。

三、职业发展课程

— 中国商业运作（Doing Business In China）

2013年12月13日，中美中心小型课程（MINI-COURSE）“中国商业运作（Doing Business In 

China）”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教学。 本次课程的主讲人是来自Price Cao律所的合伙人Omario Kanji

先生。Kanji先生同时是美国天普大学福克斯商学院的兼职教授，并在最近当选为该校的国际工商

管理硕士项目教员。Kanji先生主要职业领域为跨国公司扩张业务，尤其是中国、蒙古和非洲地

区；他同时也从事知识产权咨询业务。Kanji先生曾就读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获得硕士学位。

这些机构主要分布在金融、投资、咨询等领域，并且均是所在领域的翘楚。

本次活动访问的公司机构有：APCO Worldwide, Bain, Citibank, Control Risks, Converse, Credit 

Suisse, Deloitt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ecutive Access, Goldman Sachs, HSBC, JP Morgan Chase, 

Knight Frank, Kroll, Macquarie, Morgan Stanley, Nicobar, Shui On Land, Wells Farg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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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2014年17日-18日，沃尔玛集团女性经济赋权部的资深总监 Beth Keck女士开设了“企业责任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小型课程。在为期两天的教学中，Keth女士首先介绍了企业责任的

概念，然后通过模拟案例分析，要求学生们为某企业总裁提供政策建议，将环境保护理念和社会

责任理念融合到企业的核心业务中。

— 数据分析&Micosoft Excel

2014年5月24日，中心2005-2006校友、KPMG项目经理Luke Treloar开设“数据分析”小型课

程，主要介绍了在管理资源及其他行业中如何运用Micosoft Excel建立数据模型并进行分析。

— SAIS在线课程

本学期开始的SAIS在线课程包括：Advanced Financial Accounting,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Accounting, IT for Management,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Spreadsheet 

Modeling.

四、职业发展讲座

— Elizabeth Rowland女士讲座

2014年2月27日，SAIS2010届校友Elizabeth Rowland在中心做了有关中美商业关系的讲座。

Rowland女士长期在中国工作，在中国美国商会(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任研

究员和副主席，在北京一家律所担任政策分析师，并创办了自己的小型企业。

— 舜益公益咨询公司董事会成员、创始人兼执行总监刘逸平女士讲座

2014年5月8日，舜益公益咨询公司董事会成员、创始人兼执行总监刘逸平女士在中心就“公

益与中国——未来的机会”话题展开了讲座。

刘逸平女士运用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公益的发展状况与美国、日本相比还有差距，虽然有

着比较薄弱的基础，但发展十分迅速。基于上述认识，刘逸平女士指出从中国的社会公益领域出

发，公益领域在中国社会存在着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刘逸平女士希望对公益组织投以长期关

注，促进它在专业化、透明化操作上的发展；更希望公益组织能够把握未来的机会，怀有更多梦

想，建设完善自身。

— 上海万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蜘蛛网创始人杨明秋博士讲座

2014年5月28日，中美中心1995-96级校友、上海万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蜘蛛网创始

人杨明秋博士讲座在中心就“自主创业与职业发展经验分享：大学、职业与创业”话题开展了讲

座。 

杨明秋博士在讲座开始首先表达了对于中心的感谢之情。

杨明秋博士从自己从书生到职业经理人，从职业高管到创业

者，从金融行业到文化互联网的转变入手，着重阐述了万丰文

化的创新之路。与中心学生们探讨了自己对于在大学中应当得

到什么的理解。凭借经典的创业成功案例来告诉学生创业成功

的关键是组织能力的建设，以及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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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中心代表队参加中国第十二届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全国选拔赛获佳绩
2月18日至21日，来自全国41所大学超过两百名法律专业学生齐聚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参加中国

第十二届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全国选拔赛。中美中心代表队在比赛中发挥优秀，斩获了最佳表

现奖（best performance），最佳控方诉状书三等奖（best memorial of Applicant）。

— 中心学子成功晋级2014宝洁精英挑战赛南京赛区三强
由世界快速消费品行业巨头之一的宝洁公司主办的“2014宝洁精英挑战赛”于3月25日正式启

动。中心派出参赛队伍“蓝鲸劲男Young”团队，参与了【商业创新挑战】的角逐。团队成员包

括2013-2014级证书班学员李韬（队长）、孙亚男，2013-2015级硕士班学员张文、潘勐等五名同

学。中心参赛队成功晋级南京赛区三强。

— 中美中心环城行及“Cook Out”活动
4月26日星期六下午1点半，中美中心师生一行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踏明城墙，寻古探幽的旅

程。虽然还飘着蒙蒙细雨，但丝毫不影响大家出行的热情，反而增添了几分意境。

下午4点半左右，同学们返回中美中心，开始另一项令人惊喜的活动—— “Cook out”，中心

的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大厨，准备烧烤盛宴。令人垂涎的鸡腿，自制的汉堡，种类繁多的蔬菜，美

味的沙拉，伴上中心学生组成的Menergy乐队的精心准备、充满激情的表演，这个BBQ真是视觉、

味觉与听觉的三重享受。

— 中美中心同学赴菲律宾志愿行动
2014年4月初，中美中心五位同学前往菲律宾马里卡板(Maricaban)地区，为台风“海燕”过后

的菲律宾重建献上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中心同学们利用师生自发捐赠的部分善款采购了一些体育

器材，如飞盘、跳绳、毽子等，也为孩子们捎去了一些学习文具。在中心师生的大力支持下，同

学们顺利完成了此次的菲律宾志愿行动。

— 中美中心-中澳青年联合会联谊活动
2014年5月23日，中美中心-中澳青年联合会举办联谊活动。来自澳大利亚的青年学生参观了

中心，并与中心学生进行了交流。大家一起享用了澳大利亚风味美食、享受了澳大利亚的游戏和

音乐。

— 中美中心代表队参加第十四届金丝利喜来登国际龙舟邀请赛
2014年6月1日上午，第十四届金丝利喜来登国际龙舟邀请赛在南京市莫愁湖公园盛大开幕。

今年共有来自各行各业的近30支队伍参加比赛。中心代表队自2004年起参加此项比赛，此次已经

是第十次参赛。中心代表队最好成绩曾获得过该比赛第三名。

— 美丽童行（MSLI）志愿活动
中美中心学生积极参与美丽童行（Migrant School Learning Initiative）志愿项目，为南京的外来

工子弟学校学生义务教授英语并组织课外活动。作为中美中心的志愿者，同学们前往南京市百年

职校为该校6个班共90名学生提供每周两小时的英语教学并且每学期组织两次课外活动和出游。除

此之外，志愿者们也承担了部分筹款活动，并与爱德基金会合作，希望能够提高大家对农民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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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育问题的认识。

— 中法民间交流
薛冬宜、黄宇人同学参与了由法国最负盛名的工程师教育集团巴黎高科及中国7所著名高校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学生共

同发起的中法丝绸之路学生交流活动。2013年10月两位同学负责组织了法国同学在南京的参观交

流活动，包括访问南京本地上市企业和初创企业，参观南京市著名人文景点中山陵、明孝陵、拉

贝故居等，就中法历史文化开展讨论，与法国驻上海领事馆高等教育署南京办事处合作召开中法

精英教育对话等活动。众多丰富多彩的活动给法方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4年1月两位同学受

邀前往法国进行交流回访，与法方丝绸之路成员、法国接待住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法建交

五十年之际为中法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校友动态

— 今年7月，第二轮“金砖五国峰会”将在巴西召开。为确保此次峰会具有实质性议题和

合作内容，峰会主办方巴西特别邀请金砖五国成员国组成代表团参加5月20-23日在里约举行的

题为“21世纪的金砖五国”国际研讨会。中心校友钱皓教授作为上海

外国语大学代表与会并以“地缘政治与外交”为主题作了“金砖五国

往何处去：中国学者的观点”演讲。巴方和与会代表高度认同钱皓教

授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以及“峰会议题和预案”。钱皓教授提

出的条款“The BRICS Council should be ready to act as a mechanism for 
implementing all of the above principles whenever the time calls for it.”受

到与会各国代表的一致认可，并作为共识第12条款收录“五国共识”。

— 1990-91级国际校友宓致达（Scott Mills）于2013-2014秋季学期送其女

儿宓思华（Laurel Mills）来中心证书班学习，使思华同学成为了第一位中心二

代（心二代）学生。思华同学在中心学习期间成绩优秀，被选为今年毕业典礼

国际同学演讲代表。从中心毕业后，思华同学将赴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

士学位。宓致达夫妇于6月13日来中心出席了女儿的毕业典礼，一同前来参加

思华毕业典礼的还有另一位90-91学年证书班学员，宓致达的同学、好友，来

自芬兰的国际校友高玉麒（Jyrki Kallio）。

— 1988-89级国际校友，现任上海美国商会会长，有26年外交职业生涯的

季瑞达（Ken Jarrett）先生，应中心上海校友会邀请，于3月28日在上海校友会

组织的季度（以商业为主题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讲，季先生回顾了《上海美国

商会2013-2014年度中国商业报告》中的主要调查结果，包括主要商务挑战以

及对前景是否乐观的论证。季先生还与大家分享了他对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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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2级国际校友谭俊辉（Travis Tanner），自2013年6月起任美国

十万强基金会副主席、首席执行官。 今年5月29日谭俊辉在北京美国中心媒体

采访会上表示，有信心在四年内达到10万的既定目标。并且在“十万强”计划

结束后，基金会会继续推动赴华留学的工作进展。

— 在中心发出网络征稿启事后，不少校友积极响应，将自己发表的文章或书目发给中心，与

大家共享。目前已收到1989-90级、天津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阎金明校友；2004-05级、中国人民

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校友；1988-89级、北京优西国际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法人

代表兼总经理尹朝安校友；2005-06级、目前在耶鲁大学任教的陈希校友；2005-06级、目前在瑞

典隆德大学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李超校友；2005-06级、目前在上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任教的

贾敏校友；2007-09硕士学位班、目前任职于《财经》杂志的王宇校友；2007-09硕士学位班、现

为《中国能源报》记者的王海霞校友； 2002-03级，现为独立智库自然力研究院联合创立人周雷

校友；2011-12级、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1级硕士研究生郝沛然校友等。在此，对以上校友表示感

谢，并欢迎大家继续投稿。

— 今年五月中旬中心几位老师分别前往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招生并与当地校友聚会。感谢

陈星星（北京）、杨晓明（广州）、孔庆山（广州）、张万洪（武汉）、潘迎春（武汉）、程骞

（武汉）、丁鹏（武汉）等校友在此期间安排考试及招生宣讲会场地，以及组织校友聚会等，谢

谢你们的帮助。在此还要感谢中心北京、上海等地校友会负责人对中心工作的支持。

— 校友会兴趣小组（SAAIG）为中

心师生订做了2014年中美中心文化衫和纪

念品。

— 2014年校友返校日活动通知
2014年校友返校日活动拟于11月7日-9日举行。欢迎广大校友联系中心校友联络人张继培老师

报名参加。张老师的邮箱为zhangjp@hnc.nju.edu.cn。

— 中美中心网站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加强中心与校友的互动，促进校友之间的交流，展示校友离开中心后的风采，中

心诚邀各位校友为中心网站“校友天地”栏目踊跃投稿。来稿体裁、篇幅不限，可以是学术性文

章，也可以是随笔心得，例如对中心生活的回忆、对工作、生活的感悟，对旅途经历的分享等。

校友曾发表的文章，中心会标明出处后进行转载。 来稿请发送至zhangjp@hnc.nju.edu.cn。

校
友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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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流年

忆傅乐爷爷
中美中心2007-2008年第22期证书班学员    于爽

2007年9月，我来到了南京，成为了中美中心证书班第22期学员。转

眼间，七年过去了。如今，虽然人已离开那里，心里却时常怀念着在中

心的点点滴滴。看到中心“校友天地”的征稿启事，顿感内心中的那份

怀念终于可以释放了。然而，可以记录的中心生活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收集起众多的回忆，发现有一个人最值得书写，也最令我终身难忘，他

就是傅乐教授。 

在中美中心，没有人会不认识那个叫 Fowler的老人。为了方便起

见，也为了表达大家对他的喜爱，更多的同学都喜欢亲切地叫他“傅爷

爷”。 

实事求是地说，全中心的外籍教授中，傅爷爷是最具人气，也最可

爱的一位：银白色的头发下面是一张白里透红的脸，一双湛蓝湛蓝的眼

睛镶嵌在一副黑边眼镜的后面，非常标准的学者风范。傅爷爷是美方教授里年龄最大的一个，但

他每次上课都是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比起其他的教授，傅爷爷的着装一向都是很规范的衬衣、

领带、白裤、皮鞋，这一细节却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教授对学生的尊重。课堂上的傅爷爷总是

表情丰富，我们经常能透过他那薄薄的双唇看到他的舌头在口腔里打转的样子。傅爷爷上课时经

常喜欢抖动他的双手，这也算是一经典动作了。他时而严肃，时而微笑，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之

中，甚是可爱。 

当然，傅爷爷也有不高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傅爷爷最忌讳上课时有噪音，什么手机响

啊，电脑声啊，包括楼上装修钻头的声音都会惹得他十分不爽。我们也知道他的规矩，所以都尽

量自觉地避免发出各种声响。傅爷爷岁数这么大了还给我们上课，我们能做的也只是让他保持愉

快的授课心情。  

与傅爷爷共处的日子是快乐的，也是短暂的。作为第22期学员，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是他

在中国教授的最后一期学员。因为在这学期结束以后就要回到他的家乡——Seattle安度他的晚年

了。得知了这个消息，我们中心全体校友于2008年6月8日，在lounge里，为可敬又可爱的傅乐爷

爷举行了他的farewell party。傅爷爷在中美中心是任教时间最长的美国教授。从2002年至今，已经

在中国南京生活了将近六年的时间。作为傅爷爷的众多学生之一，我有幸成为了当晚party的主持

人。但我知道，整晚的一切都只属于傅爷爷，因为只有他才是当之无愧的中心明星！这个白发老

人整晚都显得十分激动，嘴里说的最多的词就是 “thank you”。

傅爷爷平时最喜欢的物品之一就是领带，因此我们全体22期中心学员就集体送给他一条由南

京云锦织成的领带作为纪念。傅爷爷真的是太激动了，我看到他系领带的双手在颤抖，甚至领带

还没系好就已经向大家举手示意了。我站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真的担心老人会承受不了

如此激烈的心理情绪变化。傅爷爷真的是太可爱，太可爱了。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是发自内心的，

愿傅爷爷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好好地安度晚年，也祝愿他能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每年的圣诞节，我都会想到傅爷爷，因为他像圣诞老人。我们全体中心人会永远记住这位慈

祥幽默的老人带给我们的所有美好的回忆！ 

编者注：傅乐老师于2010年又回到中心，至今仍在中心任教。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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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电话：025-83592435 83592651   中心地址：南京市上海路162号

电子邮件：hnc@hnc.nju.edu.cn  中心网站：http://hnc.nju.edu.cn

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简

称中美中心）于1986年开始招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

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长期项目。开办20年后，即2006年，中

美中心又在证书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硕士学位项目。今天，

中美中心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跨国教学与研究机构。无论在

美国还是中国，中美中心都被看做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典

范。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中美两国的政治、社会、经济、

法律、历史文化及当代国际问题等作为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内

容。目前，中美中心每年招收约100名证书项目和50名硕士学

位项目学生，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已进入研究生项目的学生

都可以报考中美中心。南京大学负责招收来自中国（包括香

港、澳门与台湾地区）的学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负责

招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学生。

南京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合作历史悠久、

卓有成效，得到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高度肯定。中国国家

副主席，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李源潮在中美中心成立20周年

典礼的致词中说“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了中美合作办学的

先河，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美中心成

立25周年庆典时，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来函盛赞

“中美中心一直处在致力于建设美中两国关系的最前沿……

培养了深刻理解对方历史和文化、来自太平洋两岸的一大批

领袖人物。”当前，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也在根据形势变化认

真探讨未来的发展。两校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以及师生员工

的共同努力一定能使中美中心有全新的面貌和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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