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耀经院精彩青春·风采展
经邦济世 智圆行方
让优秀成为习惯



1923 年，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创立，1931 
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成立。南开的经济学
科是中国高校最早构建的经济学人才培养和
科学研究机构，拥有艰辛而辉煌的历史。我
院始终秉承何廉院长提倡的“既要根据中国
国情讲授经济学，又要以研究的手段促进教
学”和“通过教学才能使研究有机会持续不
断地发展”等教学科研一体化的模式，倡导
经济学的“中国化”，培养了优秀经管人才。

“在南开学习，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立德树人，全面发展，是经济学院人才培养
中孜孜不倦的追求。在这里，不仅有科研与
竞赛，还有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理论学习、
体育运动、文艺活动、兴趣爱好……海阔凭
鱼跃，天高任鸟飞，她给予了无限可能，也
提供了无数展示自我的舞台。且看经院学子
风采奕奕，是否是你想要身临其境的校园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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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学术与竞赛

用
智
慧
，
拼
搏
精
彩
人
生

”夯实基础、严谨科研是南开经院人的学术底
色。一代代经院学子用智慧与勤奋，在国内外各
项科研活动和赛事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拼搏出
自己的精彩人生。
●季陶达论文竞赛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创新杯”论文竞赛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创青春”创业大赛
●国创、市创和百项工程
●汇丰商业案例大赛
●安永税务精英挑战赛
●北美数学建模大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英语竞赛
●魏埙经济学知识竞赛
●……



学术与竞赛——学术会议与论坛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我院学子积极参加学术会议与讲

座论坛，以提高学术水平，增强专业

能力。经院为每一位优秀学子提供站

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

香樟经济学研讨会 联合国青少年领导力实训 中国技术经济论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讲座现场

第七届“贸易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学术与竞赛——竞赛项目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我院学子积极参加学科竞赛、

实践大赛、论文比赛、创新创业大

赛等，寻求与优秀思维的碰撞，培

养团队意识，提升自我的本领，提

高学科与专业素养。

经济学基础知识大赛“挑战杯”全国一等奖 “捷信杯”实践大赛三等奖“创新杯”论文一等奖

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



学术与竞赛——国际交流、学习与合作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为学生提供了长

期交换项目和短期交换项目（暑期&

寒假），学分项目、科研项目、语言

项目、主题科研项目等可供选择。

新加坡寒假访学 在汉肯经济学院—滑雪旅行 加州大学伯克利URAP项目

德国·弗莱堡交流访学

经济伯苓班在牛津奥利尔学院



02 社会实践

用
脚
步
，
丈
量
中
国
大
地

”“经邦济世”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解决中国
的经济问题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在实践与理论的
结合中，探索出经济学的“中国道路”。南开经
院一贯大力支持学子走出校园，用脚步，丈量祖
国大地，走近各行各业，知中国，方能服务中国。
实践
●实践团队赴天津自由贸易区调研
●实践团队赴腾讯（深圳）、新浪（北京）调研
●实践团队赴昭雅医药公司参观访问
●实践团队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小学支教
●……
实习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实习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实习
●互联网头部企业实习
●头部金融机构实习
●……



社会实践——实践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

每年，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

经院学子走出校园，深入祖国各地，

走进社会的各行各业，在丰富多彩的

社会实践活动中增长见识，开阔视野。

乡村走访正定县政府座谈会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支教 天津自贸区调研

经济学院社会实践出征仪式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海洋食品博览中心调研腾讯座谈会 社区“夕阳之约”智能手机教学 采访感动中国人物张荣锁

十八天·十八人，去西南实践队

社会实践——实践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经邦济世”不止步于书本知识和

理论探索。在南开“允公允能，日新

月异”校训精神的指引下，经院学子

勤实习，重历练，积累社会阅历和行

业知识，为”服务中国“夯实基础。

天津市发改委实习亚投行实习 中国银行实习 毕马威实习

国经贸系&涌津投资实习实践基地

社会实践——实习

税校合作实习基地活动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习总书记在给南开大学8名新

入伍大学生的回信中，勉励他们把热

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实践之中。”

经院学子投身军营，别样的军旅生活

塑造出了一名名意志坚定、本领过硬、

思想进步的合格青年！

经院学子在军营

社会实践——参军入伍



03 志愿服务

用
爱
心
，
共
建
文
明
新
风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青年志愿服务不仅是创新社
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力量，也是
培育青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
径。经院学子始终秉持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的校训精神，怀揣大公大爱之心，在服务与奉献
中陶冶情操、提升本领、共建社会文明新风。
●2022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志愿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志愿者
●2018年达沃斯论坛志愿者
●“防汛救灾，青春同行”志愿者
●“夕阳之约”社区敬老服务志愿者
●地铁交通引导志愿者
●南开大学疫情防控专项志愿者
●……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文明南开你我同心，志愿服务你
我同行。”经院学子积极参与校内、校
外各类志愿活动，在提高自身本领和综
合素质的同时，还能在服务与奉献中陶
冶道德情操，成为社会文明建设和创新
治理的有生力量。

第七届残奥会志愿者中国第十三届运动会志愿者 2018达沃斯经济论坛志愿者2022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梧桐小学主题教学志愿活动

志愿服务



04 体育运动

用
汗
水
，
浇
筑
强
健
体
魄

”百年前，面对列强入侵、国将不国的危难局
面，张伯苓老校长发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
先强身”的时代呐喊。体育在南开教育中始终有
着重要地位，凝聚着坚韧而璀璨的爱国主义精神。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新征程上勇往直前。在“以
体育人”教育思想的熏陶中，经院学子积极参与
各项体育赛事，用汗水，浇筑出健壮的身躯和自
强的魂魄。
●“校长杯”篮球赛
●“校长杯”排球赛
●“校长杯”羽毛球赛
●“院长杯”篮球赛
●“足协杯”比赛
●“新生杯”篮球赛
●天津市大学生排球比赛
●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
●……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经济学院女子排球队，是一支颜值与
实力并存的强大队伍，在2019年的“校
长杯”排球赛中获得亚军，在2011年、
2012年、2013年、2017年、2021年和
2022年的“校长杯”排球赛中六次夺冠。

体育——经院女排

经院女排2022“校长杯”冠军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男子排球
队在2019年、2021年和2022年
的“校长杯”排球赛中表现优
异，取得三连冠的好成绩！

体育——经院男排

经院男排2022“校长杯”冠军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经济学院篮球队在2022年“校长杯”
篮球赛中获得季军，在2021年“新生杯”
篮球赛中获得亚军，在2008年、2009年、
2015年、2016年、2017年的“校长杯”
篮球赛中五次夺冠。

体育——经院篮球



体育活动——更多体育活动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天如幕，日如初，运动场内生

龙虎！看我经院学子在大大小小的

体育赛事中一展拳脚，在运动场内

挥洒汗水，朝气蓬勃。

八里台 “足协杯”比赛

经济学院啦啦队 “校长杯”羽毛球团体冠军校园运动会团体项目 2021经济学院体育荣誉



05 学生活动

用
青
春
，
谱
写
生
命
赞
歌

”田家炳的乐歌，小礼堂的戏剧，马蹄湖畔的吉
他，绿茵草地上的晨读夜跑，五星红旗下的笔直卫
队……在南开的生活，是纯洁而灿烂、多元而深刻、
温暖而惬意的。学习之余，经院学子三五成群，在
各式各样的学生活动中挥洒青春，谱写着独特的
“南开记忆”。
●“五月的鲜花”合唱比赛
●“金色之声”世界合唱比赛
●“经津乐道”院长杯辩论赛
●经济学院戏剧节
●经济学院新生文艺汇演
●经济学院毕业生晚会
●经济学院元旦晚会
●南开国旗护卫队
●南开青年马克思主义班
●摄影、绘画、书法、乐器
●……



学生活动——党团活动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团委活动—赴赣南原中央苏区研学青马班晨跑夜读 财政系主题党日活动

青马开班仪式

新发展团员入团仪式

入
党
宣
誓
仪
式

支
部
党
员
大
会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南开

经院高度重视学生的理论学习和开展

党团活动，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学“四史”专题理论学

习、“争做合格党员”讲党课活动、

党支部理论研修、劳育活动、院青马

班建设……



学生活动——“五月的鲜花”九连冠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在南开，每年都会举办“五月的鲜花”合唱比赛

每位学子，都能站到聚光灯下

用歌声，唱响青春的赞歌！



学生活动——经院学子与南开合唱团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中柬建交六十周年文艺演出

西班牙巴塞罗那“金色之声”世界合唱比赛总冠军

赴索契参加世界大学生合唱比赛经院学子在全国大学生艺术节的舞台



学生活动——经济学院戏剧节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在南开经院，每年都会举办“戏剧节”活动

只要你想，都能站上舞台

用热情，演绎别样的人生！



学生活动——经济学院文艺汇演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新生文艺汇演 毕业生文艺汇演

元旦晚会 2018级毕业晚会乐器专场 乐队专场



学生活动——经济学院更多活动 经院学子 风采展示

个人书画作品展示班级晚会鸣校钟明国志活动 冰火舞蹈社中国舞队



风采展示 末篇

百年栉风沐雨，百载春华秋实！
这里，是南开经院！

滕维藻像



风采展示 末篇

梦想启航的地方！



南开经院 就等你来！
经邦济世 智圆行方
让优秀成为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