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

       春去秋来，送往迎来，南开园的每个
角落里，都藏着一个又一个学子的梦。
希望从中诞生，又随风散去，去到高校、
去到基层、去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去到
任何让南开人发光发热的地方……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南开人的
原则与使命；经邦济世，智圆行方，这
是南开经院人的初衷与智慧。
         听经院之声，品南开气质。南开园
里新故事，等待你来开启！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毕业生寄语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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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地拉·阿不来提

2021届国际商务系
毕业去向：

哈密市
伊州区税务局

    大学不仅是学习知识、探讨学术的场所，更是绽放青春的舞台。

新开湖中夏晨里的映日荷花，大中路上秋风里的落叶金黄，是陪伴

你最美好的风景，也会留下了你最真挚的足迹。在南开园的每个角

落，都洋溢着一种南开品格和南开精神的氛围，在其中你会感受南

开的历史和精神，能从中受到熏陶、经历锻炼、收获成长，这些都

将成为你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会给予你成长的广阔天地，教会你钻研的精

神，创新的思维，日新月异，知行合一，让你勇敢的去感知，去体

悟，去实践，去落实。期待你在南开为自己的人生添砖加瓦，愿你

永存少年赤诚之心，不懈追求卓越，用学识与热情刻印属于你的青

春徽章。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董燕飞

2021届经济学系 
毕业去向：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在南开大学的的生活是我青春中最美好的回忆。这里有传道授

业的良师，从通识课到专业课，南开的许多老师都带给了我启发与

感动。这里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南开的同学总是优秀而又有趣，与

优秀的朋友并肩前行，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珍贵体验。更重要的，

这里有足够大的舞台和足够多的机会，不管是想要参加丰富多彩的

社团活动，还是想参加学生工作为同学服务，亦或是想专心学术参

加论坛，南开都给予了大家丰富的选择。南开大学是一个广阔的平

台，相信每个选择南开的同学，都能在这里度过精彩的生活，遇见

更优秀的自己！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付明晗

2021届国际经济贸易系
毕业去向： 

香港大学
经济学系

    在南开的四年里，我们在南开舞台上施展才华、追寻梦想，

我们在南开园中学会担当，勇敢作为，追求学业上的创新与卓越，

勇攀心智上的高格局与宽视野。

   在南开的四年里，我们谨记扎根中国，服务中国的使命，前

往祖国各自进行考察调研。将南开书屋传播到祖国大地，让智慧

的甘泉滋润每一位渴望知识的孩子。

   在南开的四年里，我们时刻思考南开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

百年前的南开先贤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扛起教育救国的大旗，今

日之盛事，更需要我们新一代南开人为之奋斗。在这里，你会时

刻谨记勿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前途命运分别开来，我们要脚踏实地，

磨练品格，不断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借用曹雪涛校长对广

大南开学子的期盼与叮嘱：要做新时代“顶天立地”的南开人。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姜波

2021届经济学系
毕业去向：

北京大学
汇丰商学院

    在这个时代，不断进步对学子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学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要想获得成长，得到更好的锻炼，那么踏

足一个足够高足够好的平台就是关键的一步。无论就哪个方面而言，

南开经院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在国内外，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皆有

着很好的形象，这也保证了它每年极高的升学率和出国率，国内清

北复交人、英国G5、美国常春藤，只要你心有所想，有所行动，那

么经院四年足够你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了。

   “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在这四年，你会在很多地方听闻这

一句话，它是经院每一届学子沉淀下来的一种风貌，欢迎优秀的你

加入这里，为这里添一份薪火，为自己寻一份荣光！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刘元喆

2021届经管法班 
毕业去向：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

    现在的我，仍然是一个有很多不足的我，但相比于四

年前有着更加缜密的逻辑、更加开阔的眼界、更加坚定的

目标。这来自于高质量的学术训练，来自于南开丰富的校

友资源，也来自于参演话剧《杨石先》时被老校长无私情

怀的感召。可以说，没有在南开四年里经历的任何一个日

夜、任何一草一木，我都不会成为现在的我。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荣立达
2021届国际商务系
毕业去向：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

    南开经院至今已有九十年的积累与沉淀，九秩转瞬，经院始终

将“经邦济世、智圆行方”的理念灌注于每一位南开经院人的成长

过程中。在经院学习是一件幸运的事，当你在学术上存在疑问，有

学识渊博、亦师亦友的老师悉心点拨解惑；当你希望锻炼自我提升

能力，还有丰富多彩、多元各异的学生组织和实践平台等你绽放光

芒。大学四年是人生中尤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十余年寒窗之后

所面临的第一个重要的抉择。四年前的我和现在的你一样，对未知

的前路有着满满的憧憬，对大学生活抱着无限的期待；四年后的我

想对现在对你说，要永远保持热情、保持勇敢，站上一个广阔的平

台，不断发掘崭新的自我，不负韶华。

    欢迎学弟学妹们报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田瑞泽

2021届经济学伯苓班
毕业去向：
           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四年前选择南开，是我人生中最关键、也是最幸运的

选择之一，南开的师长同学无不影响着我的精神世界。南开

教会了我们知识，引领着我们成长，教导我们自尊、自信、

自强。但最重要的，她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告诉

我们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只有为理想、为人民去献身，

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南开是真正的“国之重器”，南开经院

是一片广阔的平台，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带来的温暖和快乐，

值得你用一生去回忆和感动。不要放弃你眼中的光，只要坚

持下去，你一定可以在这里成长为一个你希望成长为的人，

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未来的答案。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武卓

2021届经济学系
毕业去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
金融学系

    在南开经院度过的时光，不仅是在和身边师友的交往中日新月

异的过程，更承载了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青春岁月。圆阶教室

内的熙熙攘攘，方楼自习室里的复习备战，高层会议室中的讲座指

导，当然还有经院图书馆开门前大家排起的长队，这些求学生涯中

的点点滴滴，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于经济学院以及自己青春的回忆。

回想起初到南开时，我曾经执着于寻找标准答案。但这四年间，在

经济学院的课堂上，在与朋友们的长谈中，我逐渐明白了无论是求

学还是人生，很多时候都没有哪个答案是绝对标准的。坚持自己内

心认同的道路，从事自己兴趣所在的工作，其实就是属于每个人的

正确选择。无论怀揣何种希冀来到南开或是离开母校，希望我们都

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实现心中所想，写下自己真正热爱的答案。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王慧

2021届财政学系
毕业去向：

内蒙古巴彦淖尔
市司法局

    大学让理想得以扬帆起航，南开，这座见证了百年风云的校园

则因她宽广的胸襟而蕴藏着不同个体的诸多可能性，每个南开人最

终都能在迷茫与困惑中摸索出一份专属于自己的从容与坦然。在南

开，你可以通过各具特色的社团与形式多样的竞赛来展现特长，通

过不同领域的讲座与精英荟萃的研讨会来拓宽视野，通过意义非凡

的社会实践与志愿活动来实现自我；在经济学院，你可以领略老师

们的博学并学习他们身上专属于智者的人生经验，把握经济学的整

体架构并树立经邦济世的宏远志向，与优秀的同窗们并肩而行并逐

渐明晰自己将要前行的方向。

    欢迎大家选择南开经院，在这个格局开放的新天地中遇见日新

月异的自己！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王妮妮

2021届国际经济贸易系
毕业去向：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古朴沉着的南开园会教你踏实稳重，“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的校训会扩宽你心中格局。踏入南开园，拥抱新的自己。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会带你深刻领略经济学的魅力，会向你展示经济学科的社

会价值。在这里，你会遇见循循善诱的师长，会相识美好可爱的朋

友，会感受到浓郁的学术热情。徜徉在经济学的海洋中，你会更清

晰地看待这个世界，你会更急切地回馈世界。来到这里，你会与更

优秀的自己相遇。南开经院兼具温度、深度和高度，优秀的经院和

优秀的你互相成就，欢迎你加入这个大家庭，欢迎你加入经济学科！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吴雁楠

2021届财政学系
毕业去向：

美国德州大学
奥斯汀分校会计学硕士

    我全部的青春回忆都留在了卫津路94号。从2017级新生到2021

届毕业生，四年间南开经院为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去施展拳脚、汲

取知识、丰盈自我。我收获了荣誉与才干，也收获了无数珍贵的情

感。在这里，你能接受一流的经济学科教育，在学界先辈的课堂上

锤炼自己学术素养；你能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戏剧节、辩论赛，

社团活动、学术竞赛，你总能发现自己的闪光之处；你会将“知中

国，服务中国”烙印在心，把足迹踏遍全国各地，在社会实践和志

愿服务中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南开教会你的不仅仅是探索真理的

能力，还会赋予你南开人特有的人生品格和精神印记。欢迎报考南

开大学经济学院，愿你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赵柏渭

2021届国际商务系
毕业去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公共事务学院

    历史与文化沉淀是高校的精神灵魂。南开大学，从1919年建校

开始就不断为祖国事业发展贡献人才。周恩来、陈省身、杨石先、

姜立夫等名字刻下了南开人的奋斗历程与爱国主义精神印记。在我

看来，南开精神是低调谦逊，务实笃行，是求真求实。在当下浮躁

功利之气盛行的时代，能在南开园体悟到大师们不忘初心、躬身自

学的精神，于我来说是十分值得且幸运的。在临近毕业之际，从学

术科研、沟通社交、知识储备、兴趣探索等等维度来看，我都能实

实在在地感受到这四年来的成长与蜕变。还有那最弥足珍贵的友谊

和记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南开赋予我的。我也终于明白龚克校

长所言，“走出校门，忘记所学，剩下的就是大学”之意。

    我相信，南开能给大家提供优质、令人满意的本科教育。欢迎

各位学子报考南开，与南开一同成长，一同书写南开人的奋斗史，

一起发扬“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郑钰镜

2021届经管法班
毕业去向：

南开大学
商学院

   “经邦济世，智圆行方”是深刻在经院学子心中的信条。不是

为了学而学，不是为了做而做，心中有信仰，手中有工具。经济学

是“经世济民”之学，南开经院学子追求的是心怀一片赤诚，探求

经济运行规律，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学习经济不只是

理解经济理论，更重要的是在无形之中培养用经济学的方法看待、

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经济学讲的是故事，从古至今，由内而外，

在理论的加持下把故事讲得完整而有魅力，用自己的语言讲好中国

经济的故事则是学子们需要学习的能力。

    欢迎大家报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你心中

的中国故事！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周鹤萌

2021届财政学系 
毕业去向：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

    南开赠予了我青春中最精彩的四年时光。在南开，有诸多大师

学者孜孜不倦地传道授业，在专业课程中为我们搭建起经济学知识

框架，在学术讲座中带我们领略经济学的奥妙；在南开，有丰富的

实践活动，国创百项科研训练、暑期社会实践、知识竞赛无一不让

我们在实践中运用知识、领悟知识；在南开，还有各类学生社团，

它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参与乐团的经历让我拥有了站在台上的

高光时刻。

   来南开吧！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中成长。

   来经院吧！在“经邦济世，智圆行方”的院训中茁壮。

   来南开经院！遇见更优秀的自己，收获最灿烂的阳光。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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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茜

2020届国际商务系
毕业去向：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

    在经院，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优秀作为一种习惯”。这

句话看似普通且无趣，却是踏实做事、不断进步的基础。四年里，

也切实体会到，身处优秀的人之间，自己也在被推动着向更高的目

标迈进。以专业课程搭建起经济学知识的框架，在学术讲座中领略

经济学的多样风采，以论文研讨活动开启学术的旅程，在实践活动

中体味“知中国 服务中国”的内涵。而作为专业学习的调剂品，

也有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你可以在戏剧节、辩论赛中一展才华，

也可以成为组织者，锻炼各方面的能力。

    南开经院是一片广阔的平台，我相信每个优秀的人，都能在这

里迎接崭新的、更优秀的自己！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李佶冬

2020届财政学系
毕业去向：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大学是一个发现自我的地方。

    自己最真挚热爱与愿意奉献一生的事业、最憧憬的气质与为人

处世的方法、最向往的生活与踏破星辰的理想，都可以在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获得。龚克校长曾说：“走出校门，忘记所学，剩下的就

是大学。”南开能够提供给大家的，远不止知识、视野与科研能力，

更重要的是南开人的气质与精神印记，是自己从四年的大学生活中，

提炼出的自我。

    刚刚走出高中校门的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疑惑，对学

习、对生活、亦或是对未来。那么你要做的，只是踮起脚尖，让南

开带领你感受世界，感受自我，向着憧憬的光芒张望，向着未来属

于自己的答案飞奔而去。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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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恒

2014届财政学系
毕业去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从本科毕业，到2+2学工保研，我与南开相伴八年。

    学生视角下的南开，是追寻梦想的广阔舞台，是歌唱友情的八

音礼盒，是畅想未来的人生阶梯。

    老师视角下的南开，有严谨治学的校风，有学贯古今的大家，

有意气风发的同学。从入校上讲台自我介绍都会紧张发抖，到面对

200多研究生讲座毫无惧色，在南开的八年淬炼出了现在勇敢的我。

从入学不知经济学为何物，到现在专业从事金融经济相关工作，在

南开的八年淬炼出了现在拼搏的我。

    如果说人生的前三十年，有什么决定让我最无悔，那一定是决

定选择南开！借用周总理名言：我是爱南开的！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刘彦池

2019届国际经济贸易系
毕业去向:

美国芝加哥大学
经济学系

    我青春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南开度过的。

    这是一片给你无限探索和求知空间的土地，每一个观点都值得

挖掘和探讨，每一次困难都有师长答疑解惑。你只需要夯实和表达

自己，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学术生气。这是一片给你多元文化和丰

富日常的土地，一个个社团、一场场比赛，总能发掘到自己的闪光

之处。你只需要勇敢一点、投入一点，去站上属于你星光闪耀的舞

台。这是一片给你深厚积淀和优越素养的土地，这里曾涌现出一批

投笔从戎、热血报国的青年，这里曾孕育了周总理、杨石先、滕维

藻等改写时代命运的人。走近他们，感受祖国的召唤，感受自己的

使命，站在先辈的脚印上做“国家之器，社会之器，人生大器”。

    欢迎怀揣着赤子之心的你，来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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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航 

2015届财政学系
毕业去向：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管理学院

    从本科学习和实习，毕业创业，之后进一步深造和从事金融投

资并购工作。每一步的前行，每一天的成长，都有南开与经院的支

持和烙印。这些支持来自身边友善而有能量的同学，来自茫然找寻

实习时伸出援手的雇主，来自懵懂创业时给予帮助的创投圈泰斗…    

你可能会忘记多年前课本里考到的某个知识点，但是你不会忘记校

友们在你最艰难时给的指点，不会忘记和系主任畅谈时巩固的认知，

更不会忘记南开带给你的严谨的创造力与谦逊的大格局。

    除了肉眼可见的成长，每一天的南开生活都塑造了完整丰满的

性格：田径队里挥洒的汗水，图书馆里借了11次快要翻烂的绝版书，

和室友一起吃饭时都可以聊到的人文历史… 这样的南开让我如何

不爱？让我如何不去用一生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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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茂森

2014届财政学系
毕业去向：

   国家烟草专卖局

    离开学校五年了，睽违日久，拳念殊殷，回想起在财政系的时

候，大家从五湖四海欢聚一堂，恰同学少年，挥斥方遒，一起读书、

一起运动，畅想未来的人生，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用“患

无硕师、名人与游”，也不用“趋百里外执经叩问”，身边有的是

天才放逸的同学，学贯中西的师长，“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

者”，这是作为一名学子最大的幸福。当时的我迫不及待的想知道

自己未来的样子，现在回头看，我为当时选择了南开财政感到幸运，

也为南开财政塑造了现在的我倍觉感激。

     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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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冠

2019届财政学系 
毕业去向：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是一个能让你沉下心来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在这里，你能聆听老师们深入浅出的授课，建构起对经济生活的认

知框架；你将有机会成为各类本科生创新科研项目和社会实践活动

的一员，践行“知中国 服务中国”的理念；你将有机会参加各种

高标准学术讲座及研讨会，共同拓展人类知识的疆界。

   “经邦济世，智圆行方”，衷心欢迎你们报考南开经院，让

“南开紫”成为你们青春最靓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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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报 考
我们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等你

南开经院—让优秀成为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