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大学第一智慧书院
——2022 年招生工作方案

一、书院基本情况

1.组织机构

第一智慧书院挂靠旅游与服务学院，作为南开大学智慧书

院试点单位，已培养 3 个批次 487 名学生。

书院现有学校导师 15 人，业界导师 3 人，来自 12 个教学

部/学院。2022 年度继续面向全校招生，八里台与津南两校区

均可报名，拟招收学生 150 名。

书院将师生比控制在 1：10 以内，学生进入书院后将通过

随机分配的方式分为 15 个小组，各小组由一名导师辅导。

书院以一年为培养周期，实行“15 位导师指导 150 名学

生；1 位导师辅导 10 名学生”的整体培养+小组培育的运行方

式。

2.书院特色

第一智慧书院的核心特色为国际化视野提升与跨文化能力

培养，在此特色下，在书院运行过程中探索师生共同体构建，

促进师生、生生互动与联合。第一智慧书院的定位、培养目标、

培养计划和活动特色具体如下：

（1） 书院定位

成为“双院制”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示范；

成为南开大学培养践行师生共同体理念的代表组织



（2） 培养目标

以书院为单位，构建跨学科、跨院系的培养体系；以“学

生紧起来，教师动起来”为抓手，实现“去迷茫、长才干、立

公能、作贡献”的培养目标；以南开育人传统为起点，以学生

需求为导向，以“导师引领、师生共融、智慧协同、消除迷茫”

为抓手，提供全新的师生交流沟通平台，助力所有学生成人成

才；以学业指导为核心，形成由专题讲座、师生交流、朋辈交

流组成的名师点津、导师指导、朋辈互助于一体的线上线下协

同发展的“师生共同体”。

（3） 培养计划

书院以信息化数字技术为支撑，采取组织网络化、活动实

体化、学习智慧化的育人模式，采取线上组织、线下实施的运

行方式，充分发挥智慧平台的“联络功能”，提高工作效率。

具体如下：

线上组织：在微信、飞书端建立书院师生群、导师群、书

院资料群，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将师生联系在一起，促进师生交

流，构建师生共同体。

线下实施：依托第一智慧书院教室和开放式走廊组织书院

各项育人活动，包括读书会、师生共同体活动（导师面对面、

学习辅导、朋辈交流)等，如专题讲座、文艺欣赏、跨文化交

流、师生兴趣小组等。

（4） 活动特色

书院通过精心设计邀请导师及校内外育人资源，举办丰富



多样的文化交流、师生交流、生生交流等活动，使书院学生感

到学有所得、习有所悟，通过文理融合达到自我重塑的目的。

3.导师团队（排名按姓氏顺序，不分先后）

（1）专业导师

段峰，男，天津大学本硕，日本东京大学硕博，现任南

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级人才、天

津杰青，天津市 131 一层次等人才计划。从事生机电一体化机

器人技术研究，完成了国内首例介入式脑机接口动物实验，设

计了国内首款垂直起降涡喷动力飞行器，成果被人民日报等主

流媒体报道。获日本财团法人奖（日本工业机器人最高奖）、

日本人工智能特别贡献奖（每年仅 1-2 项）、天津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3 项）、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等 58 项国内外奖项；

发表 SCI、EI 等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多篇论文发表在 TIE、

TNSRE 等顶级期刊，总引用超千次，出版英文专著 2 部；在审

和授权专利 28 项；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防科技创新特

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38 项课题，累计经费 3100 多万元。

韩立红，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教授，

博导，南开大学侨联副主席，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

教指导委员，教育部日本社会与历史文化课程虚拟教研室带头

人。南开大学本硕博毕业，至今在南开大学任教职 32 年，南

开大学教学名师。主要研究领域：日本思想文化，中日文化比

较研究。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及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

出版中日文专著、编著、译著 7 部，成果获得多项各级各类奖



项。

贺佳，女，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长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亚洲金融与经济研究局（ABFER）

Fellow，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研究领域为房地

产金融、家庭金融、消费金融。在顶级金融学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和

管理学顶级国际期刊 Management Science 等公开发表多篇论

文。多次获得国内外金融领域学术奖励，如 PWC3535 最佳论文

奖，Global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GSSI)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最佳论文奖，中国国际

风险论坛最佳论文奖，中国金融学术年会最佳论文奖，亚洲房

地产学会最佳论文奖，南开大学首届科学研究青年创新奖等。

入选天津市 131 创新型人才第二层次人选，2017 年入选由第

一财经|中国房地产金融发起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计划，

并被授予“2017 年度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2021 年荣获南开

大学青年五四奖章。

季芳，女，经济学硕士，现任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目前全职在校外实践锻炼，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二级职

业指导师。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天津市和南开大学“十

佳”辅导员。参与多项教育部、天津市思政专项课题，主持校

级思政课题多项。开设有本科课程通识选修课《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专业选修课《专业学习与职业生涯规划》。

李川勇，女，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教授，南开大学教



务处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教指委委员，澳大利

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近年来，李川勇教授积

极推动以学生成长、教师发展为双中心的本科教育，其主持的

教学研究项目“衔接中学—大学物理综合素质教育新模式的探

究与实践”获 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实施

“南开 40 条”，提出“打造以学为主教学相长的师生共同体”，

加强课堂内外、校园内外多元场域和线上线下无边界教学空间

的课程建设，培育“教有幸福感，学有获得感”的教育质量文

化，推动一流本科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实现“公能兼备、引领

未来”的培养目标。

李娜，女，经济学硕士，副教授。现任南开大学党委宣

传部（新闻中心）副部长、新闻中心副主任。全国高校辅导员

年度人物、天津市优秀辅导员、天津市教育系统优秀思想政治

工作者、南开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主持完成教育部、天津市

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优秀项目）2 项，主持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专项课题 1 项，主持（参与）天津市教育系统重点调研

课题 2 项，出版《译说南开不忘初心-致百年的你》（中英双语

版）和电子书《对话商青》。

李霞，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国家级视频

公开课 “圣经与欧洲文明”课程 主讲教师 国家级视频公开

课 一流线上课程 “思辨式英文写作” 主讲教师。国家级精

品课、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大学英语”主讲教师，南开

大学教学名师，天津市第七届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二完成人），



天津市第八届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一完成人），天津市优秀教

学团队"国际化人才培养教学团队" 带头人 天津市优秀教学团

队"NKET 有效教学团队" 带头人 南开大学课程思政典型课程

“中西文化概览”主讲教师。南开大学"魅力课堂" 主讲教师

南开有效教学工作坊（NKET）有效教学系列课程 总负责人 英

国高等教育学会(HEA) 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 ) 主要研

究方向: 高等教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跨文化交际教学。

李月琳，女，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博士。

现任南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信息资源管理系系主任。入选 2015 年度教育部

首届“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2015 年度中国人

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及 2013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信息行为、交互信息检

索、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及数字图书馆与信息系统评估。在国际

顶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多项国内、国际学术奖项。

学术兼职包括担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图书馆学本

科专业教指委委员，曾任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副主编等。

邱晓航，女，教授，化学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南开大

学）主任，化学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督导组成员，主讲

《化学概论》、《无机化学》、《基础无机化学实验》等课程，国

家级线上线下一流课程《改变世界的化学》负责人。作为主要

完成人获得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两项，2014 年获南开大学



教学名师奖，2018 年魅力课堂，2018 年宝钢优秀教师奖，

2019 年南开大学课程思政先进典型，2021 年被认定为天津市

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名师，获得天津市高等院校教学名师奖。

王兆军，男，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执行院长、

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计学科

评议组成员，国家统计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现场统计研

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统计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工业与

应用数学学会理事长，曾获国务院政府特贴，全国百篇优博指

导教师及天津市自然科学一等奖。

王崇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英国牛

津大学医学部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先后担任南开大学行为医学中心创始主任、南开大学医学院、

社会心理学系副教授。现任南开大学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目

前担任国际孤独症研究学会“全球资深领袖（中国）”、中国残

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学会儿

科分会儿童保健学组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医学心理学专委会委

员、天津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 副会长、天津市心理卫生协会

心理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康复学会第四届亚健康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同时担任国际学术期刊、SSCI 一区

期刊 Autism Research 和 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编委、以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Healthcare 副主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编委等。



姚延波，女，第一智慧书院负责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

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兼任亚太旅游协会（PATA）

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委员、中国旅行社协会专家。主要研究方向

为旅游产业经济、老年旅游、康养旅游。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文旅部宏观决策项目、原国家旅游局规划项目、天津

市重点调研项目等多项课题，获文旅部优秀研究成果奖、原国

家旅游局优秀研究成果奖、南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天津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等多个科研奖项。

此外，还主持多项由文旅部、前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协会、

中国旅行社协会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委托项目。主持起草了我

国首个《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与世界旅游联盟（WTA）

合作发布《大河文明旅游报告》等成果。

余新忠，男，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

京都大学博士后。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院长，兼任中

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

社会》等著作 5 部，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和特聘教授等人才项目。

荣获全国优博论文奖、 国家哲学社科成果文库奖、全国高校

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等奖励。

张静，女，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华诗词学会诗

教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华

思想术语传播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英国伦敦大学访问学者，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负责人，央视《百家说故事》主讲嘉宾，“书香天津全民阅读

推广人”，荣获教育部宝钢优秀教师奖，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最佳纪录/科教片《掬水月在手》学术顾问及联合制片人。

朱健刚，男，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

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哈佛－燕京访

问学者，富尔布莱特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文化人

类学、公益慈善、社会组织、城乡社区。著有《行动的力量》、

《国与家之间》等多部著作，在 CSSCI 和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百余篇。主编《中国公益蓝皮书》和《公益》杂志，现任《中

国慈善蓝皮书》联合主编。参与创办广东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上海热爱家园志愿者协会、广州公益慈善书院等公益组织。担

任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学术

委员会委员，国际第三部门研究学会（ISTR）理事，中国残疾

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

委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中国社会工

作教育学会服务学习专委会（筹）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

（2）业界导师

安贞焕，女，1964 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南开大学外文

系日语专业毕业后留津工作期间又继续深造获得天津财经大学

国际贸易系硕士学位。跟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毕业后当过大学

教师、国际旅行社韩国部（外联）经理、佳美思商社代表，还

兼任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韩语节目播音员兼 DP。2003 年成立了



天津佳迈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接美国、日本、韩国的订单

加工出口各类服装及面辅料，当前公司转型只做面辅料出口。

2016 年加盟中银三星人寿保险 业务总监。社会贡献：世界韩

人贸易协会天津分会会长，2021 年至今担任南开大学外国语

学院校友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第一智慧书院业界导师、2022

年担任教育爱心会咨询团长。

蔡洪梅，女，永丰谷瓷文化（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

获得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光荣称号，日本 AOTS(The

Association For Overesas Technical Scholarship)证书，中国职业

经理人执业资格培训证书等。1983-1987 天津财经学院国际贸

易系，1987-2019 年一直从事国际贸易和谈判事业，出访过几

十个国家，参加过几十届国内外展会，曾任外贸进出口公司的

总经理。2020-今，担任永丰谷瓷文化（天津）有限公司总经

理，传播国瓷美学文化，发杨民族品牌，传承中华瓷文化。

韩绍萍，女， RTC、PDP测评专家 。企业及个人成长资

深教练、顾问。清华大学-职业生涯教练计划-学生职业生涯辅

导教练。清华科技园启迪创业孵化器启迪之星 创业导师。南

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职业发展导师”。曾经的医师：11年

的儿科医师生涯。20年企业咨询顾问及成长教练：在企业人

力资源发展及人-岗匹配方面经验颇丰。10年学生生涯辅导及

个人成长教练：开设了“自我认知与内在成长”通识选修课；

参与开设了“幸福及幸福体验”通识选修课；及学业指导“周

三相约绍萍”。



二、招生对象及条件

面向南开大学全体本科生；

不唯成绩论、不唯专业方向论，招收一批专业背景不同、

学业生涯迷茫、发展目标不明确的本科生。

三、招生计划

招生人数：第一智慧书院学生总人数上限 150 人

招生说明：已加入第一智慧书院的同学如有留院意愿，

仍需参加本轮报名

四、报名方式及选拔办法

（一）基本材料

按照教务处要求网上提交报名材料，教务处进行初审，初

审通过后根据学生志愿将报名材料分发至主办学院审核。

（二）补充材料

申请同学需提交一份 300 至 500 字个人陈述，在陈述中说

明已加入社团情况，入学以来的师生、生生交流互动情况，以

及加入第一智慧书院期望得到的支持或收获。在报名截止日前，

发送至 E-mail:wanghongyu@nankai.edu.cn

五、录取原则

为确保跨学科特色，在招生录取时会平衡各学院学生报名

人数；对同一学院报名人数过多情况，根据报名平台显示先后

时间优先录取先报名同学；根据书院育人方向，会优先考虑一

年级本科生。

六、咨询电话：王红玉，022-23012909



七、以上未尽事宜由南开大学第一智慧书院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