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美高学生感恩节及圣诞节假期学术项目报名启动

IVY LABS（美国常春藤教育）（美国常春藤教育）

“专业兴趣探索与学术课题研究营专业兴趣探索与学术课题研究营” 
将在耶鲁校区举办将在耶鲁校区举办

针对美高中国学生长假期需求精心设计

由美国名校20多名博士、教授、著名美高现职老师组成的教学研究阵容
十名来自顶尖大学不同专业的学长助教

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感恩节假期感恩节假期

探索篇探索篇—专业兴趣探索专业兴趣探索

2021年年11月月20日日-11月月28日日

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

四大核心专业系统学习

覆盖二十多个大学常见专业与交叉学科认知

阅读写作、演讲辩论、摄影艺术

多个领域基础能力训练

 Ivy Labs   2021-10-12 20:00Original 美国常春藤教育



邀请CHOATE教务长、耶鲁YYGS及CONCORD REVIEW知名项目老师亲自授课
CHOATE金牌辩论教练指导下集训备战赛事，美国辩论联盟裁判仲裁辩论实战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合约摄影师、知名艺术家指导摄影作品集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  圣诞节假期圣诞节假期

实战篇实战篇——学术课题研究学术课题研究

2021年年12月月17日日 - 2022年年1月月3日日

在心理认知、科技与传媒、人文历史、生物遗传基因等十多个学术领域锁定方向

在耶鲁、哥大教授、博士生与学者的引领指导下，通过头脑风暴、小组研讨、一对一指导完成个性化项目学习、研究论文

通过阶梯式学术研习通过阶梯式学术研习

从学术兴趣的广度探索从学术兴趣的广度探索

聚焦到学术课题的深度研究聚焦到学术课题的深度研究

加强学术能力的拓展和深化加强学术能力的拓展和深化

地点

Ivy Labs 总部
纽黑文 . 耶鲁校区 . 塔夫脱总统公馆

111 Whitney Avenue, New Haven, CT 06510

适合对象

高中生：9-11年级，托福最低要求：90分
初中生：6-8年级，托福最低要求：80+分，小托福850分

（非新生需提供上学年成绩单）

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感恩节假期感恩节假期

探索篇探索篇——专业兴趣探索专业兴趣探索

2021年年11月月20日日 - 11月月28日日

项目设置了四大核心课程四大核心课程，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并学习通过较为系统的学习，对基础专业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也对大学专

业学习特点、科研的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为未来深度探索和研究完成前置性知识积累。

我们将邀请顶尖综合性大学、文理学院及一流专业院校在校高年级优秀学生举办关于大学以及专业介绍的讲座，帮助学生了解

大学专业设置与特点，为未来大学学业启发方向。

项目设置了包括阅读写作、辩论、摄影艺术阅读写作、辩论、摄影艺术的三大基础选修课程。

阅读写作、辩论是美高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知识持续输入和有效输出的平衡促进的有力手段。而艺术日益交融

与科技人文等众多领域，摄影则成为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的重要表达手段。

项目还邀请了美国顶尖私立中学教务长、国际学生指导老师、升学专家指导学生如何应对校内学术挑战、参与课外活动和学术

探索、融入多元文化，为未来进入理想的大学学习做好充分准备。

☆ 心理学心理学

课程介绍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和动物的心理现象、意识和行为的学科，包括理论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两大领域。心理学研究涉及意

识、感觉、知觉、认知、情绪、人格、行为和人际关系等众多领域，近年来成为中学生热衷学习的学科。

本课程将帮助学生系统了解心理学学科体系与应用领域，学习心理学基础理论、探究心理学研究方法并完成一篇短篇心理学研

究任务。

☆ 历史学历史学

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和研究历史，并以历史学家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寻找并提出新的历史研究课题；学习各种分析历史和

历史论文写作的方法；完成一篇短篇历史研究任务。

☆ 社会人类学社会人类学

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人类学作为一个热门的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新兴学科的基础理论以及社会人类学是如何对人们在全球不同社

会和文化环境中的生活方式的比较和研究；社会在组织方式、参与的文化实践以及宗教、政治和经济安排方面存在的差异等；

 
Jones 博士博士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副教授

纽约市立大学心理健康促进中心主任

前著名私立中学Choate Rosemary Hall老师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双硕士

明德学院社会学学士

 
Delwiche 博士博士
耶鲁大学历史博士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现代史研究硕士

哈佛大学古典学学士

Concord Review 现任历史老师； 
哈佛大学 “Harvard Summer School”历史老师
耶鲁大学 “Yale Summer Session”历史老师



学习基础社会人类学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完成一篇短篇社会人类学研究任务。

☆ 生物学生物学

帮助学生了解生物学的学科体系侧重于基因和分子生物学（李忠持博士）；了解分子细胞遗传学和基因组分析作为各个医学分

支中不可或缺的诊断和预后工具。了解基因作图、沿染色体排列探针、体细胞研究和许多遗传研究领域（耶鲁医学院李教

授）。观摩耶鲁生物研究所并学习了解该最前沿的研究所如何进行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细胞和组织培养、荧光原位杂交、显

带技术，以及先进的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诊断（实验室高级研究员王医生）。

李副教授李副教授
耶鲁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细胞遗传学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前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医学院教授

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伯明翰大学医学博士及博士后

☆ 摄影艺术摄影艺术+博物馆探索博物馆探索 
艺术作品集并非艺术专业生的专属。艺术作品集能充分展示学生的艺术修养，逻辑思维及创造力。本期课程聚焦摄影作品集的

准备。帮助学生学习和磨练摄影技能：包括曝光、构图、快门速度等，同时培养学生如何获得灵感，学习创意构思等；通过本

课程不仅可以为兴趣攻读艺术专业（辅修）提前准备系统作品集积累成熟的素材，也可以为学生未来参加艺术比赛而打磨佳

作。该课程侧重探索作品集主题思想、构成和技术实现，同时在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一个基础的摄影作品集。

☆ 辩论课程及实战辩论课程及实战

辩论无疑是美国名校最青睐的课外技能之一，更能改变招生官眼中中国孩子内向害羞大多只擅长数学和科学的标签，也是学生

知识输出的主要路径。本次课程除大家熟悉的美辩 (Public Forum Debate) 外，增加了难度较高的英辩 (Parliamentary
Debate)。老师在教授辩论基础知识的基础上侧重于练习，学生将组队进行对抗赛。除Choate Rosemary Hall任职40多年的
辩论队主教练外，美国辩论联盟的官方裁判也将加入对抗赛的技能指导并为比赛做仲裁。学生在实战中可以获得宝贵辩论经

验，为参加国际赛事做足准备。

☆ 写作及阅读训练写作及阅读训练

本课程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也可以挖掘学生的课堂参与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学生还将学习短故事、诗歌、剧
本和散文的写作方法和技巧。通过自由写作和互动式研习，学生不仅可以提高写作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分析文章并提出建设性

意见的能力。

 
O'Malley 博士博士
知名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民族志学者

耶鲁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
耶鲁大学社会学及哲学双硕士

耶鲁大学YYGS暑期项目现职老师

 
Duda 副教授副教授
现任费尔菲尔德大学等三所大学摄影专业教授

Duda摄影工作室创办人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合约摄影师

《纽约时报》与《体育画报》特聘摄影师

普瑞特艺术学院摄影及艺术史硕士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摄影及历史双学士

 
Shimmield 博士博士
现Choate Rosemary Hall 辩论队主教练
麻省理工学刊前主编、前卫斯理大学教授

牛津大学哲学博士

英国诺丁汉大学学士



☆  大学专业专题讲座大学专业专题讲座

我们将邀请来自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西北大学、威廉姆斯、鲍登学院、罗德岛设计学院等顶尖综合性大学、文理

学院及一流专业院校在校高年级优秀学生举办关于大学以及专业介绍的讲座，并和学生互动交流，帮助学生了解大学专业设置

与特点，为未来大学学业启发方向。

附感恩节课程课表附感恩节课程课表

 Robles 博士博士
现Choate Rosemary Hall高中英语及历史老师
教导主任、前大学教授

纽约州立大学教育学博士及硕士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  圣诞节假期圣诞节假期

实战篇实战篇——学术课题研究学术课题研究

2021年年12月月17日日 - 2022年年1月月3日日

本阶段将邀请十多名耶鲁等名校教授、博士生学者担任课题指导导师，专业覆盖了经济与商业、历史与文化、人类学、社会

学、心理学、政治学、生物与基因等多个美国大学传统热门学科、新兴交叉学科，通过头脑风暴、小组研讨来锁定研究方

向，通过导师一对一指导和演示，完成个性化项目学习及产出研究论文。

一、一、Anthropology 人类学课题研究人类学课题研究

帮助学生对人类学进行学科梳理，了解人类学作为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以及其广泛的分支，如人

类学与宗教，科技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全球遗产发展和保护和人道主义等；学习人类学研究方法及论文写作；学习以“外
人”的身份不带立场的研究一个文化群体，或者以“外人”眼光研究自己的文化群体，并完成一篇研究论文。

研究课题参考研究课题参考

* 西方音乐作为文化资本的形式的研究；
* 迷信和传统定义的研究；
* 戏剧电影对现代公共道德的影响研究；
* 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研究。

二、二、Sociology 社会学课题研究社会学课题研究

学习社会学基础理论和社会学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性与性别、社会心理学、社会阶层划分、文化社会学以及人
口社会学) 以及特色社会学课程（如女性研究、LGBT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等)；学习社会学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学习如
何探究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并完成一篇论文。

研究课题参考研究课题参考

* 成年子女关于社会养老机构的态度比较研究；
* 数字鸿沟如何影响社会保障项目有效性的探索性研究；
* 企业经营者关于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认知的探索性研究；
* 政府主导社会公益项目与草根机构主导公益项目比较研究；
* 社会保障项目与特定人群幸福感的关系(城市移民、独居老人等）。

三、三、Economics 经济学课题研究经济学课题研究

以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为基础学习和了解现代经济学及其广泛的分支，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国际经

济学、发展经济学、财政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政策经济学等；了解数理工具如何去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参与经济数据建模用以揭示经济运行规律，并研究分析各种实际社会经济现象；完成一篇短篇论文。

研究课题参考研究课题参考

* 货币政策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O'Malley 博士博士
知名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民族志学者

耶鲁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
耶鲁大学社会学及哲学双硕士

耶鲁大学YYGS暑期项目现职老师

 
Okonofua 博士博士
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

哈佛大学青少年心理咨询硕士

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

宾大教育学硕士

达特茅斯学院心理学和社会学双学士



* 国家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的经济影响研究；
* 国家实施免费医疗保险的经济影响研究；
* 使用对数线性特征回归的系数来创建房价指数；
*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
* 薪酬与绩效以及员工表现关系以及策略分析与研究。

四、四、History 历史学课题研究历史学课题研究

学习如何以历史学家的角色学习和研究历史事件，包括如何收集资料，阅读分析对比，提炼新的观点；学习如何大胆的假设但

又小心的求证；学习历史学研究方法及论文写作技巧，并完成一篇短篇论文。

研究课题参考研究课题参考

* 美国移民与种族歧视研究：从唐人街的历史研究中反思美国当前的反亚裔仇恨；
* 西班牙流感”历史研究反思公共卫生对大流行的反应、措施、限制及新时代的公共健康管理；
* 反思“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以及美国民权问题的研究。

五、五、Media and Culture Studies 现代媒体与文化研究课题现代媒体与文化研究课题

帮助学生学习现代媒体与文化研究并进行科目梳理；学习了解各种媒体，特别是大众媒体的内容，历史及影响；学习从商业、

经济和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待媒体；研究媒体如何传达思想和意识形以及探索数字时代如何改变媒体组织的运作方式；从理

论、政治和经验角度对特定文化进行分析；研究日常生活、权力结构和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学习现代媒体与文化研究的研究

方法并完成一篇短篇论文。

研究课题参考研究课题参考

* 不同文化中的阶级制度及其社会规则；
* 时尚潮流与文化的相关性研究；
* 西方主流文化对当地原住民及少数族裔的影响；
* 不同国家个体衰老速度及评价文化差异研究；
* 网络安全、信息隐私和伦理以及数字时代的隐私问题的伦理研究；
* 通过对新媒体技术对学校社交互动影响、学生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的问题研究；
* 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在高中生的道德伦理影响的对比研究。

六、六、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课题研究政治学课题研究

帮助学生对政治学这一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的社会学科进行学科梳理；了解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如美国政治，比较政治，

国际关系等政治学理论以及区域性政治研究等；学习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等课题

并完成一篇短篇论文。

 
刘博士刘博士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博士候选人

伯克利大学经济学研究助理

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Delwiche 博士博士
耶鲁大学历史博士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现代史研究硕士

哈佛大学古典学学士

Concord Review 现任历史老师； 
哈佛大学 “Harvard Summer School”历史老师
耶鲁大学 “Yale Summer Session”历史老师

 
郑雅鈺郑雅鈺 博士博士
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电影与媒体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科学与政治以及电影学士及媒体研究的双学士学位。



研究课题参考研究课题参考

* DREAM 法案对美国人影响力分析；
* 广告对政治观点影响力研究；
* 双重国籍对政治观点的影响研究；
* 现代社交媒体对政治抗议和暴力等大规模行动影响力研究。

七、七、Biology 生物学、遗传与基因课题研究生物学、遗传与基因课题研究

帮助学生了解生物学的学科体系侧重于基因和分子生物学（李忠持博士），了解人类染色体异常的结构和功能特征，了

解分子方法如荧光原位杂交 (FISH) 作图、微卫星等位基因分型和下一代测序、高通量的染色体特异性和全基因组阵列
分析等具有诊断和预后价值的致病基因或生物标志物的最前沿生物科技（耶鲁医学院李教授）。观摩耶鲁生物研究所并

学习了解该最前沿的研究所如何进行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细胞和组织培养、荧光原位杂交、显带技术，以及先进的阵

列比较基因组杂交诊断（实验室高级研究员王医生）；学习生物基因学研究方法，并完成一篇短篇研究论文（李忠持博

士）。

研究课题参考研究课题参考

*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与干预方法的研究；
* 老年痴呆的研究进展与药物研发；
* 人体免疫与新冠病毒的病毒学研究。

李副教授李副教授
耶鲁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细胞遗传学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前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医学院教授

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伯明翰大学医学博士及博士后

八、八、Psychology 心理学课题研究心理学课题研究

帮助学生梳理心理学学科体系及心理学分支，如发展心理学、比较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以及犯罪

心理学等；学习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及心理学研究，包括认知过程、决策、情感、群体行为、动机等相关主题的研究；完

成一篇短篇心理学研究论文。

研究课题参考研究课题参考

* 校园霸凌对寄宿学生心理发展的影响；
* 导致焦虑和恐慌的因素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研究；
* 疫情下隔离政策对国际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研究；
* 政治态度和社会人口特征在解释冠状病毒恐惧心理个体差异中的作用。

 
Ju博士博士
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耶鲁大学政治学硕士

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学硕士，荣誉生毕业

韩国Sungkyunkwan大学公共政策及政治学双学士，荣誉生毕业

 
李忠持李忠持 博士博士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博士后，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及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医学博士

 
Jones 博士博士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副教授

纽约市立大学心理健康促进中心主任



假期课外活动及娱乐假期课外活动及娱乐

（适用于第一、第二阶段）（适用于第一、第二阶段）

* 视频编辑课程：视频编辑课程：

Adobe Premiere是一款专业视频编辑软件，是影视制作专业最常用的工具。本兴趣课程将通过学习基本软件操作、剪辑技
巧、制作经验、实例应用等。学生将学习到采集、剪辑、调色、美化音频、字幕添加及输出的一整套流程。

* 形体及舞蹈活动形体及舞蹈活动

课余学生们可参与形体锻炼和舞蹈练习，编排节目参加才艺秀演出。 

*  其他活动其他活动

参观纽黑文博物馆

社区志愿服务

前著名私立中学Choate Rosemary Hall老师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双硕士

明德学院社会学学士

 
Benjamin 博士博士
耶鲁大学计算机学博士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硕士

 
Julia 老师老师
原中央芭蕾舞团舞蹈演员

Deerfield Academy舞蹈老师



节日才艺秀

黑色星期五购物

节日聚餐

附圣诞节课程课表附圣诞节课程课表

点击视频，观看2019感恩节项目彩蛋——来自天使们的Surprise

食宿及交通安排



学生入住纽黑文酒店，并由专职老师和大学生辅导员负责酒店管理

从酒店至IVY LABS办公楼 （塔夫脱公馆）步行15分钟，由大学生辅导员随行管理。

感恩节项目入营时间不早于11月19日，出营时间不晚于11月29日。圣诞节项目入营时间不早于12月16日，出营时间不晚于1
月4日。

Julia老师老师
微信号：微信号：yu-Julia

特别说明特别说明

项目费用含课程、酒店、管理、活动、三餐及聚餐；

学生往返学校所在地交通费用自理

或联系IVY LABS协助安排；
*如订单人房需额外补缴费用每天$100；

参观门票自理；

1、学生报名时需缴纳定金预留位置
感恩节项目订金：RMB 5,000,  圣诞节项目订金：RMB 5,000；
2、家长需在10月15日之前缴纳感恩节项目的费用余额，11月15日之前缴纳圣诞节项目的费用余额；
3、如家庭有变化取消报名, 感恩节项目定金可在2021年10月15日 (美东时间)之前全额退回, 2021年10月15日之
后取消定金将不可退还；

4、如家庭有变化取消报名, 圣诞节项目定金可在2021年11月15日 (美东时间)之前全额退回, 2021年11月15日之
后取消定金将不可退还。

报名联系人

该文档由文档侠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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