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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
亚当 S. 温伯格, 学士、硕士、博士

校长

金伯利·安·科普林（丹尼森1985届毕业生），学士、硕士、博士
教务长

迈克尔·莫里森（丹尼森2020届毕业生）, 学士
应届毕业生

2020届毕业庆典乐曲 指挥：菲利普·路德

作曲：胡经矩 （音乐系理查德·卢西尔讲座教授） 小号：惠特尼·戴维斯
长号：瑞安 ·汉密尔顿

录音师：亚当 史伦克

欢迎辞 亚当·温伯格

2020届毕业生回顾 迈克尔·莫里森

学位授予  亚当·温伯格
 金伯利·科普林

校歌：《致丹尼森》 领唱：丹尼森无伴奏合唱团毕业班成员

作曲：V. E. 费尔德, 丹尼森1903 届毕业生 指挥：哈里斯 ·伊波克

致丹尼森，我们演唱我们的歌曲，在山上的一所美丽学院，

这个名字使我们热血沸腾，并使我们感受激动。

致丹尼森，我的丹尼森，赞美她的时候的内心膨胀，

大学时代快乐的景象，我们深爱着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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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0年

2020年的情况与我们记忆中的过往大为不同，对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世

界在1月意识到一种可以导致严重疾病的新病毒，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被世

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全球性的大流行病。为了限制该病毒的传播，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并最大程度地减

轻我们的医院和卫生系统的负担，俄亥俄州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俄亥俄州州长迈克·德威恩于三

月下达了该州的“居家”命令。该命令要求俄亥俄州公民除了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外，要留在自

己的家中，所有非必要的商业活动也需要停止。州长的命令将教育机构指定为必要的企业，但要求

将校内活动仅限于那些为远程学习，重要研究和其他的一些必要职责。当全世界都在努力理解和回

应这个全新的病毒在全球扩散时，丹尼森于3月10日首次宣布转向临时的远程学习，于3月16日过渡

为决定将2020春季剩下的半学期全部实施远程学习的决定。今年的大四学生最强烈的感受到病毒对

这个学年的扰乱。

 在这次大流行病期间，俄亥俄州一贯明确要求取消大型集会，并尽可能地将所有通信在网络上

进行。至少在2020年5月底之前，禁止举行像毕业典礼这样的公众聚集。基于这些原因，丹尼森深

感遗憾地决定2020年5月16日面对面的毕业典礼无法进行。丹尼森团队对无法在大四同学们毕业这

天邀请父母、祖父母和亲朋好友来与毕业生欢聚一堂，参加这一年度庆典而感到遗憾。尽管如此，

我们通过远程相聚，在这个学位授予云端典礼上来庆祝2020届这些具有才华、奉献精神、凝聚力和

韧性的同学们所取得的成就。通过这次仪式，我们向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和跟毕业生们在这个重要时

刻一起庆祝的人们表示敬意和感谢。当我们可以再次安全的面对面相聚时，我们一定要以极大的快

乐和自豪感来庆祝2020届的同学们。

5 



 

 

 

 

 

President’s Medalists 
[校长荣誉勋章] 

校长荣誉勋章的授予标准基于学生在如下诸方面的表现：学术成就、社区服务、艺术追求、世界观
的扩展，强身健体，领导能力以及对社区建设的贡献。 

Provost's Academic Excellence Award
[教务长学术卓越奖]

该奖项的获得者们拥有榜样性的的学术成绩，独立研究或创造性工作，
还为校园的思维环境以及更多领域做出了贡献。 他们在所有的学术努力中都展现了杰出的表现，

真正诠释了文理学院教育的卓越 

Distinguished Leadership Award 
[卓越领导能力奖] 

卓越领导能力奖是颁发给为丹尼森大学的发展无私奉献时间和精力的毕业生的特殊荣誉。
该奖项表彰在学校社区环境建设中表现出杰出领导能力并作出重大贡献的学生。 

Phi Beta Kappa
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学术荣誉协会，Phi Beta Kappa 于 1776 年在弗吉尼亚的威廉玛丽学院建立。 

Phi Beta Kappa 致力于倡导学术伦理规范和社会人文杰出成就。该机构的俄亥俄分会于 1910
年在丹尼森建立，以表彰学术成就杰出的大三、大四学生。 

Named Scholarships 
[名人奖学金] 

名人奖学金颁发给为丹尼森大学的发展无私奉献时间和精力的毕业生。
该奖项表彰在学校社区环境建设中表现出杰出领导能力并作出重大贡献的学生。 

Departmental Prizes and Awards 
[系别荣誉与奖项] 

Senior Fellows 2019-2020 
[2019-2020 年度四年级优秀生] 

Graduates Donating to the 2020 Class Gift 
[为丹尼森慷慨捐赠的 2020 届毕业生] 

我们诚挚地感谢在毕业典礼上为丹尼森慷慨捐赠的 2020 届毕业生。 为了对那些在丹尼森的成长过
程中关心扶持过他们的个人或组织表示深切的谢意，许多毕业生特地将这些个人和组织指定为他们
的捐赠对象。现将所有为 2020 届毕业捐赠慷慨解囊的毕业生以及他们指定的捐赠对象列表如下。 

2019-2020 Annual Fund Parent & Grandparent Donors 
[为 2019-2020 年度捐赠慷慨解囊的毕业生父母及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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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副校长

朱莉娅·胡普特 

Julia B. Houpt 1975 届校友 

B.A., Denison University; J.D.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Vice President Emerita of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丹尼森大学学士；南加州大学法学博士

荣誉退休学院发展部副校长

朱莉·胡普特（1975届毕业生）于2001年回到丹尼森，担任大学资源和公共事务副校长，现为
学院发展部的副校长。在她的领导下，丹尼森在2008年6月30日成功完成了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
筹款活动，即“高地：为丹尼森加油”，超出了其1.6亿美元的目标1500万美元。筹款活动结束后，作
为发展部团队的负责人，她负责组建了一个新挑战，即“释放潜力：投资丹尼森”，该基金会设定的
目标是在2020年6月30日前筹集2.25亿美元，而她的目标无疑会成为尼森大学的另一个新记录。

在成为丹尼森副校长之前，胡普特多年来一直是该大学的活跃志愿者，从1989年至1994年担任
过职业顾问、社团社长、年度基金志愿者以及丹尼森筹款活动的志愿者。从1995年到1997年，她是
校友会的成员，在2000年和2001年再次担任校友会主席。她从丹尼森毕业后，先去了明尼苏达大学
研究生院，而后获得南加州大学的法学学位。在法律界从业数年之后，她加入了在帕洛阿尔托的斯
坦福大学的大数目捐款筹款团队，继而又通过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大数目捐款筹款活动主任和费
城Friends’ Central 学院的发展部主任，继续培养其筹款技能。

作为既是丹尼森校友又是丹尼森高级职员这个独特的位置，胡普特有机会亲眼目睹该机构整个
转型过程。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坚信教育改变生活的力量；我坚信文理学院的教育，特别是坚信
丹尼森教育可以改变生活。尤其是现在，当我们将新一代的年轻人送入世界时，思考、倾听、理解
和同情、交流、创造、说服和领导的能力对于解决全球性的挑战至关重要。我能引以自豪的是，因
为自己微博的贡献使得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上得起丹尼森这样的大学。”

胡普特是教育促进与支持委员会（CASE）的成员。她曾担任CASE会议和研究所的教员，并于2008
年被任命为CASE慈善委员会的成员。

朱莉和她的丈夫约翰·克拉洛维奇（John Kralovec）居住在格兰维尔（Granville），有两个儿
子。朱莉和约翰计划了很多旅行，包括今年夏天前往马丘比丘的旅行。不过该旅行现已暂停。他们
将继续以格兰维尔的家为根据地，继续与当地组织如纽瓦克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and Girls Club of 
Newark）合作，并为她心爱的母校提供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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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副校长

劳蕾尔·肯尼迪 

Laurel B. Kennedy 

B.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 Ph.D., Ohio University 
Professor Emerita of Communication, Vice President Emerita for Student Development

威斯康星大学学士；俄亥俄州大学硕士、博士
荣誉退休教授、荣誉退休学生发展部副校长

 劳蕾尔·肯尼迪于2010年担任了学生发展部副校长的职位。她在丹尼森的30年职业生涯包括担
任传播学系教授，及从1996年至2002年担任传播学系系主任, 从2002年至2007年担任大一学生办公室
主任的职位，从2007到2010年担任约翰·阿尔福德（John W. Alford）服务学习中心主任。贯穿她
所有这些职位的线就是她致力于支持学生追求知识和技能的努力，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知识和技能
将会帮助他们度过有意义的人生，使他们有能力对社会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作出贡献。

 肯尼迪出生于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得到了的传播艺术学
士学位，在俄亥俄大学获得了的电信传播硕士学位。在返回俄亥俄州大学攻读国际交流博士学位
之前，她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工作了三年。她有关马来西亚的博士论文研究项目获得了富布赖特
（f ulbright）的奖学金，随后又获得了可以在越南学习的研究资助。她于1990年加入丹尼森传播学
系，并于1996年被授予终身教授职位并晋升为副教授。她教过研究方法、广播历史、美国政治经济
以及国际媒体的课程。她的教学经常与社区服务学习结合，包括大一的研讨课，在该研讨课中，学
生建立了人居之家项目（h AbitAt for huMAnity）居所。肯尼迪发表过国际交流研究方面的学术著
作，并且经常在学生发展领域发表有关学生情况评估、学生保留率和学生身心健康的文章。

 让学生表达意见是肯尼迪行政领导方式的标志。作为一年级学生办公室主任，她建立了邀请新
生通过富有创意的方式向丹尼森介绍自己的年度主题的项目。作为副校长，她制定了一项研究和成
果评估计划，从而打造出部门工作方案，尤其是针对与学生健康和福利有关的部门举措。这些努
力导致了“红线项目”（r ed threAd grAnt）的创立，这是一个针对经济上脆弱的学生的职业发展方
案，她还提出了为不同学生群体的独特需求提供服务的健康计划。她的努力也带来了“红色服务队“
（red C orps）的成立，将学生的视角带入大学的5,700万美元住房总体规划和创新的综合性学校健
康中心的设计。她在危机管理方面建立的准则在关键时刻提供了方向，而在她担任副校长期间，学
生发展部内强大的团队的发展突显了她的成就。如其所言，能为她的团队的职业理想提供支持是一
种特别的快乐之源。

       劳蕾尔和她的丈夫里克·库森（r iCk Courson）打算在可以的时候回到他们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北部偏远湖上建造的小木屋。在退休日子里，他们计划开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冒险旅行，并在途中
停下来探访她的儿子乔雷和女儿玛丽，以及他们的大家庭 —— 一群多年来在她家里住过的丹尼森
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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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

约翰·科特 

John E. Cort 

B.A., M.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M., Ph.D., Harvard University 
Professor Emeritus of Religion

威斯康星大学学士、硕士；哈佛大学博士
宗教系荣誉退休教授

 1992年，约翰·科特一到达丹尼森便开始运转一切。为了对宗教的多方面理解开拓空间，创造
价值，他不失时机地开始通过跨学科的选择和全球化的视野来扩大宗教系的课程。从那时起，他一
直在充分利用丹尼森给教师和学生创造的学术活动空间的每一个机会。

 科特教过有关艺术、环保主义、人权以及亚洲宗教的课程。他的研究重点是南亚耆那
教的传统以及印度西部的宗教、社会、文化和历史。 科特曾在丹尼森的几个跨部门学术委员会任
职，曾担任国际研究部主任一职，并于2017年被任命为Judy gentili国际研究讲座教授。他的许多课
程被交叉列为不同科系的广泛的项目，这些课程吸引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生。

 在课堂上，科特博士也很开放。回想过去，他说：“我喜欢让人们摒弃他们固有的思维，让他们
以新的方式思考。”他将宗教更多地描述为一门学科而不是一门研究领域。他通过视觉材料和文字
翻译，类似于艺术史学家的方法来让教学栩栩如生，并通过身临其境的生活经验来实现语境化。

 在获得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的南亚研究学士学位，并在威斯康星州和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
后，科特继续在哈佛宗教系攻读博士学位。在进入研究生院之前的几年，他曾担任社区组织者，并
在印度花了一些时间做人类学实地调查工作。他被在各种环境中从事社会正义工作的人们的欣赏所
激发，科特的使命是教学生在学校宗教学科时要采用跨文化的学习方法。

 退休后，约翰期待打造他的各种研究和写作项目，最后，去旅行。他会非常想念课堂进展顺利
时的纯粹满足感以及与学生和同事一起工作时所获得的有意义而持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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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

迈克尔·富森 

Michael M. Fuson 

B.A., Haverford College; M.S., Ph.D., Yale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Emeritus of Chemistry & Biochemistry

哈弗福德学院学士;耶鲁大学理学硕士、博士
化学与生物化学系荣誉退休副教授

 是既可以从事与大学生一起工作的同时，又可以参与重要学术研究的机会，把迈克尔·富森在
1989年带到了丹尼森，也是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影响定义了他在这里的许多经历。在丹尼森化学与生
物化学系的30年，证明了他对交互式学习和面对面的亲手指导学生的承诺。

 他的父亲曾在厄勒姆学院任教，并在哈弗福德学院获得了大学学士学位，因此，富森对文理学
院高等教育的理解变得本能和持久。自称是物理化学家，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把他对化
学的研究扩展到物理学上，而引起了他对分子运动方面的研究兴趣。在丹尼森，富森继续探索具有
超大的内部灵活性并不断变化的形状的分子。

 富森博士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教授了广泛的课程，并描述了与“第一次严谨地接触科学”的学
生合作给他带来的喜悦。在高级课程中，他享受与学生分享他的独特研究成果，并聆听他们对亲身
经历的科学发现的思考。多年来，帮助数十名学生完成的个别指导研究，以及指导学生暑期研究项
目和毕业研究项目成了富森在丹尼森工作期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他以担任化学与生物化学系系主任的职位完成了他丹尼森的职业生涯，他第一次担任这个职务
时，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此外，他还曾在丹尼森担任过教员主席一职，并且在帮助该学院成功
申请到霍华德·休斯医学院的（h 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赠款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这个资金以改善生物学和化学方面的本科教育为重点，为教学设备，教师发展，课程的新资源以及
学生研究提供资金。作为2000年至2006年丹尼森大学本科生生物科学教育计划的负责人，富森自豪
地谈到了hhMi资金如何增加并增强了该系为教师们和学生们提供的帮助。

 迈克尓在退休之后会最想念的事情是他的学生在教室和实验室经历的日常探索，以及与他们分
享让他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的事情。在可能的情况下，他预计会开启许多旅行，但他同样也很享受花
时间做园艺和照顾他在格兰维尔的已有百年历史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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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

桑德拉k·马瑟恩·史密斯 

Sandra K. Mathern-Smith 

B.A.,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M.F.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ofessor Emerita of Dance

波特兰州立大学学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硕士
舞蹈系荣誉退休教授

 “我年轻时一直是个‘动’者，” 当史密斯教授回忆起自己不断地“动”的早年时光时这样说道。在
从她的家乡俄勒冈州塞勒姆市的一家当地现代舞蹈公司接受早期培训后，她继续在波特兰州立大学
学习舞蹈，在那里她发现了一种在智力和身体上都充满了吸引力的实验性和现代风格动作。威斯康
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硕士学位给了她对其进一步探索的机会，并引起了她对合作，实验和即兴创作
的兴趣。

 1988年，在完成研究生学习并在纽约呆了几年之后，马瑟恩·史密斯带着一份临时的教学合同
和很少的身外之物来到丹尼森，当时的她，也并没有期盼着留下来。可在她年复一年地在舞蹈系任
教后，她在丹尼森和当地的活力存在使她对自己工作的热情与日俱增。至此，她不仅仅是一位艺术
家，更是一位创新者和指导者。马瑟恩·史密斯凭借其在舞蹈和动感艺术方面的工作，获得了富布
赖特（f ulbright）学者奖，俄亥俄州艺术委员会的编舞个人卓越奖，以及俄亥俄州艺术委员会的超
过25项的补助金，以及其他一些荣誉。

 当她刚来丹尼森时，舞蹈系主要是注重现代舞蹈和爵士乐。但作为该项目的教授和后来的系主
管，马瑟恩·史密斯在课程设置中引入了实验和即兴创作的风格，传授现代和后现代的编舞、制作
和表演。她将当代技术与高度合作的教学方法融为一体，为给跨学科的实验，即兴创作，和合作提
供机会。她曾与来访艺术家合作表演，例如曾经的一场吸引了来自整个校园的学生的与纽约埃塞尔
弦乐四重奏乐团一起的表演中，她为学生编的46个原创舞蹈作品如今仍经常被丹尼森文化集体内外
的音乐家和视觉艺术家所采用。

 玛瑟恩·史密斯还探索了舞蹈中的技术运用，这是对她作品中自然的互动的补充。她通过她建
立的一个全球性质的研讨会将学生和教职员工带到了斯里兰卡，这是她几年前作为丹尼森舞蹈项目
本科生导师到舞蹈项目校友的角色时计划的。她自2016年以来多次返回斯里兰卡，合作和即兴创作
仍然是玛瑟恩·史密斯个人探索和职业生涯的鲜明特征。

 退休后，桑迪会很享受这种没有什么宏大计划的样子。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她很期待着旅
行、放松、与家人相处，当然，还有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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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

蒂莫西·米勒 

Timothy J. Miller 

B.S., Oklahom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M.S., Ph.D.,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ofessor Emeritus of Economics

俄克拉荷马大学文理学院学士；南伊利诺伊大学理学硕士、博士
经济学系荣誉退休教授

 蒂姆·米勒的学术生涯是从在俄克拉荷马州人文学院得到数学与经济学的双学位，并以最高荣
誉毕业时开始的。他在卡本代尔的南伊利诺伊大学继续他的学习，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后来他又继续在罗切斯特大学接受了其他高级培训。

       作为经济学系的一位教授，他还教授在政治、哲学和经济学（ppe）专业的课程，米勒曾在宏
观经济学和个人理财科目指导过学生。他的课程包含了从入门概论课到高年级经济计量学、消费者
经济和数学宏观经济学的整个范围。

 在1978年，米勒教授从伍斯特学院来到丹尼森，在伍斯特学院他教授了经济学。从那时起，他
在丹尼森大学为学生们提供了可以通过个人经历和背景去探索当前和历史性的经济事件的机会。他
的研究重点是将地理信息技术和空间计量经济学应用于当前的社会问题，结合背景进行的深入研
究。

 米勒博士广泛的研究成果的亮点包括已发表的有关区域住宅止赎和俄亥俄州公立学校资金缺口
的研究。他还在州经济部与丹尼森之间搭桥牵线，让前者每年都为学校的政治电影系列提供赞助。

       在2014年，蒂姆获得丹尼森大学授予的摩根大通讲座教授殊荣（J.p. M orgAn ChAse endoWed 

professor）。在教师团队服务了42年之后，他从丹尼森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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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

戴维·p·J·普济比拉 

David P.J. Przybyla 

B.A., SUNY College at Fredonia; M.S., Purdue University; Ph.D., SUNY at Albany 
Associate Professor Emeritus of Psychology

弗雷多尼亚纽约州立大学学士；普渡大学硕士；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博士
心理学系荣誉退休副教授

 自1985年到丹尼森以来,戴维·普齐比拉在丹尼森心理学系为学生们提供了在组织心理学研究方
面的充满活力的探索的机会。他的教学理念采用实用性的视角，并且经常创造独特的教学相长的机
会，将课堂任务带入到生活中，且让其在校园内外得以实现。例如，他有一门课程让学生考虑如何
做到将丹尼森社区吸引到附近的纽瓦克市区。

 作为丹尼森组织心理学项目负责人22年，普济比拉博士带领学生参与了地方、区域和国家组织
的咨询项目，帮助学生发展了以批判性和创造性眼光看问题的能力。在他的指导下，学生在这个过
程中学会了如何在多种环境下综合分析和阐明解决问题，培养了协商、团队合作和领导等关键能
力。

 参与组织心理学研究的学生探索了机构参与，权威模型和人际关系行为等背后的理论框架。他
们在春季学期结束后会参加每年举办的为期四周的夏季课程。他们前往许多与研究项目有关的城
市，通过与专业导师和亲身实践的经历来了解领导风格和组织结构。并非偶然的是，那些导师经常
是丹尼森的毕业生，有时甚至是之前丹尼森组织心理学研究项目的学生。普尔兹比拉对这一明星项
目的打造源于他自己的学术经历。

       他曾在弗雷多尼亚的suny学院、普渡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受过教育，其研究范
围从性别和性取向（例如形态特征及其对人际吸引力的影响的研究）到等级体系中和协助式组织文
化中权力使用的性别差异。

 作为一名在丹尼森工作了35年的教员，戴维的组织心理学教学要求学生们考虑影响人类群体和
结构的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他通过创新的课堂教学巧妙地实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更由于他不
懈地努力与全国各地的行业领导者建立并维持联系，才使得他的学生有机会亲身体验个人，团体和
组织的行为之间复杂的关系。最终得到了一种既有启发性又有独特价值的，跨学科的解决问题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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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

米切尔·斯奈 

Mitchell Snay 

B.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h.D., Brandeis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密歇根大学学士；布兰代斯大学博士
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

 虽然米切尔·斯奈在高中时就发现了对历史的热爱，其实是一门关于美国知识史的大学课程，
使他对废奴运动和奴隶制的颠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他自己对60年代民权和种族平等运动的认识
相提并论，他的好奇心一经激起就无法遏制。

 他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立即进入研究生院。 斯奈回忆说，这么早就在他
的生活中培养了对他学习领域的热情给他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方向感……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
如果我继续走下去，我最终应该可以当个教授。”

 1986年，丹尼斯历史系的教员任命使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在随后的34年中，通过从入门概论课
到史学研讨课的一系列课程，斯奈在诸如殖民地时期史或重建时期史这么一些题目上开启学生的心
智。他提高了丹尼森人文学科的水平，用他自己开始学术生涯时的那种狂热的爱好、热情和学术精
神来进行美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

 在教学之外，斯奈从1998年至2002年担任了《早期共和国杂志》的审稿人。在校园里，他于
2000年至2003年担任历史系主任，并于2018年担任了来自芝加哥的丹尼森p osse奖学金获得者的指导
导师。

 回顾自己担任教授的时光，斯奈将他与丹尼森的最显著联系描述为人际关系的创建。他说，与
学生和其他教职员工一起，最突出的是：“……我坐在办公室里进行的了解他人的许多对话……有
时是通过关于历史的对话，但常常得到的是彼此间的了解。”退休的决定使这些对话更为难得了，
不过，他坚信，他把历史系……“交到了可靠的人手中，希望这样的传统能够继续下去。”

 米切尔说，退休后，他期待可以晚睡，用星期天去看足球，以一个真正的终身求索的学者才具
有的视角去发现新事物。作为一个狂热的棒球爱好者，他热切地期望能够参加芝加哥箭牌球场的开
幕日比赛。作为学校教工的一名成员，他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建立了数不尽的友谊，他会继续作
为丹尼森家庭和俄亥俄中部社群的活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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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

辛西娅·A·特恩布尔 

Cynthia A. Turnbull 

B.S., Nebraska Wesleyan University; M.F.A.,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Emerita Professor of Theatre

内布拉斯加卫斯理大学学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硕士
戏剧系荣誉退休教授

 回顾过去，辛西娅·特恩布尔对服装设计和构造的着迷似乎是本能的。她的母亲，一个优秀的
裁缝，从小就教她缝制。她曾在内布拉斯加卫斯理大学作为一个表演者学习音乐和戏剧，通过工作
并经导师指导，她进一步融入了服装制作世界。随后的几年用于在专业剧院服装店的动手经验中学
习。之后，她前往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攻读戏剧设计专业硕士学位。

 特恩布尔为200多个剧目设计了服装，其中的60多个是在丹尼森制作的，在此期间，她一共设
计了大约2300种服装。她的兴趣领域包括用再生面料、带有刺绣和通过染色制成的纹理层去设计服
装。她的设计赢得了无数赞誉，她的作品获得了州、地区、国家和国际的认可。

 自1996年以来，特恩布尔在丹尼森的不同角色和等同的奉献使特恩布尔以无数种方式为大学戏
剧领域做出了贡献。是她打造了戏剧系卓越的历史服装系列。通过担任设计师，技术员，导演和系
主任等不同角色，她在道具店和系演出中对数百名学生进行了教学和指导。作为戏剧系教授和常任
服装设计师，特恩布尔最自豪的是将丹尼森的服装计划提升到目前的突出位置。

 退休后，辛迪期待着生活节奏稍慢一些。以前每年用于四场表演的服装教学和设计的时间将重
新分配到园艺和在她的家里工作室中尝试纺织品艺术项目。但她承认，她会想念丹尼森的学生，同
事和那种集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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