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   2022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念  

Graduation Commemoration for SNAI 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院长寄语 
Graduation Wishes From the President 

热烈祝贺同学们顺利地毕业，大家即将离开校

园，走上你们各自的工作岗位，我衷心地期望

大家，也祝福大家，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志

存高远，脚踏实地，坚守底线，成就卓越。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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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各位历经千辛万苦顺利毕业的毕业生朋友！希

望大家未来勇于跳出舒适区，持续挑战新高度，期

待分享大家事业有成、飞黄腾达的喜悦。 

“ 

” ——郑德渊  老师 

希望同学们不忘初心，感恩成长，努力在社会的各

行各业、各个领域作出卓越成就，开创自己辉煌的

未来。往后的岁月，老师依然会关注你们，欣

赏你们美好的未来。 

“ 

” ——王欣  老师 

祝愿同学们毕业后一切顺利。常回母校看看。 “ 
” ——钟雪冰  老师 

恭喜大家修完课程拿到文凭和工作计划，这些敲门

砖敲开了“社会”的大门！未来大家要面临的考验

会更多，希望大家以不变的勇气、无穷的智慧、持

续学习、持续提升能力、怀着感恩的心、大爱的心

投入未来的战斗之中！希望大家都能成为社会

的栋梁之材，都能拥有充实幸福的人生。 

“ 

” ——邵瑞珍  老师 

要看到最美的风景，写出最深刻的感悟，洞见更远

的远方，必须翻越千山万水。愿同学们们毕业后勇

攀高峰、一切顺利。 

“ 

” ——李虹  老师 
希望每位毕业生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不忘学校

的校训，不断提升德行修为，使自己的人生道

路越走越宽 

“ 
” ——刘荣光  老师 

祝福毕业生同学们，愿大家始终保有对自然最原始

的好奇，对科学最虔诚的求知，对理想最纯真的渴

望，对人类最无私的责任感。 

“ 

” ——李昕凝  老师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祝愿每位毕业

生在未来的人生中，常有远见于身，常怀气度

在心。 

“ 
” ——肖舒羽  老师 

仰望星空，脚踏大地；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将家

国情怀融入到我们每个SNAIer的奋斗中。 “ 
” ——崔景瑞  老师 

人生中总有起起伏伏的时候，希望大家在顺境中能

尽情享受生活明朗，万物可爱的美好；在遇到困难

挫折的时候也能勇敢地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记得常回家看看。 

“ 

” ——王妍  老师 

愿你们能在新的旅途中勇往直前，做一个勇敢

的追梦人。 “ 
” ——吴国强  老师 

老师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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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草阶前初见  穿针楼上曾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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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拓展活动 



主席团林昊宇竞选演讲 

<
 

英语社何其凝竞选演讲 

<
 

宣传部惠俊通竞选演讲 

<
 

文艺部唐新宇竞选演讲 

<
 

投票环节 

<
 

英语社刘子木才艺展示 

<
 

第八届研会成员参与换届 

<
 两届研会成员合影 

<
 

 
研究生会换届选举 



承 

读书不觉已春深  一寸光阴一寸金  



“不忘初心、筑梦安全” 

参观学习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 

< 

“学党史，明诚信，强初心”  

与上汽大通财务部党支部联建活动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主题团日暨升国旗活动  

<
 

<
 

 
思政活动 

追寻红色足迹 

走进陈云纪念馆  

<
 



2022年3月，上海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所有成

员置身于本轮疫情之中，不论是在外支援的抗疫突击队，还是坚守在蟠龙路200

号的师生员工们，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响应着上级号召，践行着SNAI精神，为抗击

疫情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2021级非全日制会计研究生 

郑艺 

上海抗疫志愿者   

坚守在学院内的师生员工们 

<
 

< 

< 

2021级全日制会计研究生 

邵梦娟 

上海抗疫志愿者   

 
抗疫同行 



表彰大会合影 <
 

 
五四表彰大会 

<
 

重温入团誓词 

学习团课 <
 



党史知识竞赛获奖者合影 <
 

 
党史知识竞赛 

<
 

竞赛现场 
<

 

竞赛现场 



<
 

志愿者誓师大会 

 
进博会志愿者 

<
 

志愿者出发 

< 志愿者充满活力地开展工作 

<
 



 
学院20周年庆 

2020级入学的这一年，也是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建院的第二十年，活动的主题是“传承

廿载，逐梦未来”，这承载着学院对每一届毕业生的期望。2020级的同学们以各种形

式参与到活动当中。 

SNAI的新装 

<
 

<
 

< 

钓鱼活动 

园游会活动 

<
 

< 

校友日晚会研究生节目 

创意市集活动 

<
 

校友日晚会合影 



<
 

第六届SNAI“诚信杯”辩论赛 

第九届SNAI杯英语演讲比赛 

<
 

 英语演讲比赛 

 
辩论赛 



<
 

光绘作品 

<
 小游戏环节 

<
 

活动合影 

 
荧光夜跑 



<
 赛后合影 

<
 激烈的比赛 

 
篮球赛 



< 

合作抓物 
夹饮料 

<
 

赛后合影 

<
 两人三足 

<
 

 
趣味运动会 



 
草坪音乐节 



转 

寄语天涯客  轻寒底用愁  



近两年的研究生生活转瞬即逝，又到了夏天，这是我们与SNAI结缘的季节，也将

是我们分别的季节。即使疫情对我们产生了太多影响，1班全体班委仍希望大家回

想起2020-2022这个阶段，能够想到与同学们的纯粹友谊，想到校园里的美好景

色，让两年的研究生生活成为未来奋斗的楔子，帮助大家大放异彩。对知识的向

往让我们汇聚于此，对未来的期待让我们奔向四方，未来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

只等我们迈出这一步。毕业了，带着祝福、携着坚强勇敢前行吧！祝大家事事顺

利，事事胜意！毕业快乐！ 

——2020会计一班/蒋璧琼 

2020级全日制会计一班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两年的求学生涯接近尾声，回首往事，还记得同学们刚入学时参

与的校友日活动，也记得同学们在国际会议中心里一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场景，

更不会忘记2022年上海遭遇又一波新冠疫情，我们不得不在网络上完成了自己的毕业答辩过

程。尽管过程中有曲折，但我们都经受住了考研，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相聚是缘分，感恩大家两年的陪伴！在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之际，衷心地祝愿同学们在未来的工

作中大展宏图，前程似锦，一帆风顺！更希望同学们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保持乐观、积极的

态度，保持本心，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2020级全日制会计二班 

 
班级寄语 



时光匆匆，转眼就要毕业了。仍记得2020年那个夏天，我们抱着无限的期待

聚集在SNAI，聚集在会计三班，我们互相结识，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

在校园里留下青春的回忆。我们心怀理想，为自己的未来在蟠龙路200号度过

不平凡的两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们没有退缩，而是不断克服困

难，愈战愈勇。 

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五湖四海去。希望我们都能朝着自己的梦想不断靠近，

希望我们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我们后会有期~ 

2020级全日制会计三班 

两年前的夏天，我们三个专业的共34个同学，从五湖四海来此相遇。这两年来，我们一起学

习，合作诸多次小组作业；一起备考，相互督促相约图使馆；一起玩乐，享受校内校外的悠闲

时光。这里的回忆太多，有可敬的老师、可爱的你们，还有骄傲的孔雀、毛茸茸的兔子和贪吃

的鱼，SNAI的一切让人觉得珍贵而美好，流连不舍。转眼间，我们就要毕业了，疫情让我们的

分离无比匆忙，来不及和老师和朋友聚个餐，和SNAI做个有仪式感的告别，大家就要各奔东

西。在此离别之际，祝SNAI桃李满门，岁岁芬芳。祝同窗们所求皆如愿，所行化坦途，多喜

乐，长安宁。前途似海，来日方长，20级4班，毕业快乐！ 

——2020审税金班/刘欣源 

2020级全日制审计税务金融班 

 
班级寄语 



回想2019年夏天入学的场景，2019级非全日制会计班的我们互相还不熟悉，

对未来两年多的学习充满期待。转眼间，已是三载春华，我们在SNAI收获了

师生情、友谊甚至爱情。SNAI见证了我们的成长，我们也紧跟着SNAI的步伐

不断前进。说一句道别，美好的时光将要彻底画上句号。临别之际，祝福

SNAI越来越好！祝愿毕业的我们不忘初心，披荆斩棘，勇攀高峰！ 

——2019非全曹亦灿、马倩 

2019级非全日制会计 

 
班级寄语 



合 

但梦想  一枝潇洒  黄昏斜照水  







不 

散 

场 



毕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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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寄语 

柏名阳 忠于自己，和你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让自己无可取代！ 

陈鸣鹤 愿岁并谢，与友长兮。 

张映雪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陈溪 相聚于夏，相散于夏，愿此去繁花似锦，再相逢依旧如故。以后的日子里所遇皆良善，所行皆坦途。 

刘宇翔 前程似锦！万事胜意！毕业快乐！ 

陈扬 Embrace change, believe in the future. 

丁佳雯 保持热爱，保持坚忍。愿各位一如既往，万事胜意。 

姜淑彦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张姝蘅 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 

赵欣仪 Work hard, Play hard！ 



 
同学寄语 

吴慧男 毕业快乐，江湖再见！ 

陈凌云 是极特殊而又值得纪念的两年半时光，感谢遇见。 

董小萱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刘媛 毕业快乐，有缘江湖再见。 

花梦琦 要健康、善良、勇敢、优秀，热爱生活。祝你，也祝我！毕业快乐！ 

王文怡 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王敏韬 毕业快乐。祝大家前程似锦！ 

刘欣源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庆幸相遇，无憾别离。 

周婉娴 不忘初心 

冯楚越 挥手告别，扬帆远航。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傅益丹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顾丽校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向下扎根，向上攀登；好好生活，皆如所愿！ 

舒圆文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于洪超 不羡七夕鹊桥会，愿能人间永相随。 

张铭颖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最应该拼搏的年纪要敢于追寻，勇于绽放， 

不畏险阻，心怀梦想，保持一颗初心，用辛勤努力的汗水浇灌最美的青春之花！ 

林昊宇 砥砺前行，愿诸事随心，终得所求。 

王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陈宗浩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祝愿大家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马倩 聚是一团火，散做满天星，大家后会有期，未来可期！ 

周志坚 从五湖四海来，到天南地北去，祝好。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郭莜 
非常珍惜这短暂而美好的校园生活，感谢老师和同学们一路相伴， 

坚信国际知名会计学院的目标必定将在一代代SNAI人接续奋斗中变成美好现实。 

杨蓉蓉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祝同窗们皆能拥有锦绣前程！ 

袁珍珠 抬头望你去路，只见得两旁开满了花，垂满了花，落满了花。 

张晓婷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祝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顺遂，心想事成~ 

于涵露 如果有什么想做的，就趁现在。 

陆斌 各自启程吧！待到重聚时，不要忘了分享一下一路上所见证过的星辰大海啊。毕业快乐，所想皆可期！ 

杨怡青 感恩相遇，愿大家未来可期，前程似锦！ 

陆诗婷 感恩与SNAI的美好相遇，愿我们的未来都充满爱和阳光。 

邹非凡 愿心中有梦,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李梦琦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江湖再见！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冉卓瑜 
告别林荫校园，扬帆起航，展开拼搏的篇章;告别书声琅琅，豪情万丈，追逐心中的梦想;告别昔日同窗，情谊绵长， 

寄语真情的愿望。毕业之际，愿你怀着憧憬，迈向成功的方向！ 

刘孟囡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鞭自奋蹄。未来我们再会！ 

王诗雅 过去总在人与人的比较之间找寻前进的方向，愿各位未来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有充盈的情感，有坚韧的坦然。 

毛敏 很幸运来到SNAI，很感恩遇见你们～祝大家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荣振宇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朱湖西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蒋璧琼 回首，是一段青春无悔的岁月，前望，有一个繁花似锦的前程。祝大家毕业快乐！ 

余英鹏 愿我们在各自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地方熠熠生辉！ 

张雪怡 莫使金樽空对月，举杯幸会有缘人。毕业快乐，江湖再会！ 

黄涵培 露出微笑，戴上口罩，疫情退让！！！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梁龙星 
经过两年的准备期，各位也终于要上市发行了。希望诸位都能成为“贵州茅台”这样的大盘蓝筹股，在人生的走势图

中即使经历短期波动，也会长期向好! 

赵紫薇 
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和稚嫩的自己告别。也许路途有点艰辛，有点孤独， 

但熬过了痛苦，我们才得以成长。所以，勇敢向前吧，愿前程似锦，愿再见如故。 

骆瑶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前程似锦，毕业快乐。 

姚宪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冯源 两年如梦，不忘初心，勇往前行！ 

宋亚卓 
两载疫情伴，思耐起扬帆。  无奈沪上波折起，难把酒言欢。 

实习历风雨，长夜形影单。  他日凌云酬壮志，笑语往事难。 

夏雨 淋漓尽致，与汝同行。 

许依玲 于此相别，依依不舍。 

 
同学寄语 

王文娟 祝所有同学毕业快乐!SNAI是我的精神乐园，每个校友日我都要回来看看！ 

曹亦灿 
愿再次相聚时，你我如初始般清亮、纯怡， 

道一句：好久不见，亲爱的朋友！亲爱的老师，我们回来啦！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卢俊宇 
花落终有重开日，心如澄雪永少年。 

且行莫问何处去，任它烟雨踏平川。 

杨佳怡 环瑾握瑜，风禾尽起，云程发轫，万里可期。 

徐雪纯 既必将远行，又何惧离别。人生何时不在收拾行囊，大家远方再会。 

彭晨 
尽管疫情为我们的毕业增添了一丝不完美， 

但这一份不完美也同样带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祝愿大家前程似锦！ 

 
同学寄语 

吴清影 完美的圆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时候不应放弃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朱冰璇 两年时光转瞬而逝，愿有机会与各位再相见，祝大家前程似锦，心想事成！ 

汪紫薇 无论面对怎样的生活，都要从当下的生活里找出可以让自己开心的每个瞬间呀！ 

李俊铭 江河送西风，万古迭苍穹。   天地皆过客，行者何匆匆？ 

烈日越青山，逐酒戏飞鸿。   抱月笑忘间，踏马一书童。 

朱元宸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黄笛轩 来日方长，我们有无限可能。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齐青 每一天都是一生中最好的日子，愿我们珍惜年华，把握今天。 

朱潇潇 山高水长，江湖莫忘。 

胡鸿萍 努力经营当下，直至未来明朗。 

王慧 前程似锦，毕业快乐！ 

成彦 青春在这里留下印记，愿美好的少年们下一站更精彩！ 

刘靖晗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愿诸位前程似锦，后会有期。 

费芸蕾 让我们挥手而去，在那无限的空间里漫游；恍惚的人生旅途中，有缘总会相聚。 

刘诗琦 人生总有告别，但祝我们永远有期待。各位毕业快乐！ 

陈宇同 认识你自己，过你想要过的生活。 

郭莎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毕业快乐！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何其凝 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 

朱琦 愿毕业生们能够“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 

贺慧艳 愿此去前程似锦，再相逢依然如故，且听风吟，静待花开。 

张馨艺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杨璐 愿我们都能以最好的姿态奔向下一段旅程，山河无惧，来日可期。 

刘佳慧 愿我们都能永葆初心，去追寻星辰大海，拓宽人生之边界，世界之可能，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陈文君 
时光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人来又人往，旅途总是停不下。 

SNAI之旅在夏天开始，又在夏天结束，永远怀念这个青春、灿烂的盛夏。 

惠俊通 时光正好，夏日悠长，诗酒趁年华 

万露露 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岁月共回首。 

孟鑫 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朱瑞祺 希望无论何时都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毕业快乐！ 

申思 希望在未来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唐艺鑫 相信自己，未来可期。毕业快乐！ 

蒋轩轩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刘清漪 一朵花有果实的内心，一开始就含泪，于是把每个秋天都当作归期，才灿烂得一败涂地。毕业快乐，归期常有～ 

吴彩霞 心有山海，静而不争。唯有热爱，方抵岁月漫长。 

周在斌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望前路漫漫志愈坚。 

吴元洁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刘子木 有志者事竞成，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在SNAI的两年短暂充实，圆了身为会计学子的

梦，遇到了携手共进的她，也要持续经历考证之苦。恩师李颖琦老师教导我要成为一个靠谱而踏实的人，这也将成为我

初入社会时怀揣的初心，而面对风风雨雨，SNAI老师、同学给予的温暖与成长是我最强的心里屏障。未来的日子充满

了挑战，希望能不负时光，持续成长。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钟佳琴 祝你踏过千重浪，祝你不忘少年样。此处别，彼处见。 

严炎 明朝即长路，惜取此时心。愿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 

张梦莹 
走过的每一步都会留下印记，所有的努力也不会白费。 

前路未可知，但仍心怀期待。感谢一路陪伴的朋友们，未来我们江湖再见。 

葛玉玺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孙航 人就是有了难忘的回忆，才会变得更强，这就是所谓成长。 

李振梅 向前看，坚定走。 

王北辰 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事事顺心。祝愿国泰民安！ 

商润慧 这是全新的开始，愿我们的每一步都更坚定、从容、无愧于每一天。 

郑尧晟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从SNAI走向NICE! 

刘婷 前程可奔赴，岁月可回首，再见了，我的学生时代。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赵淑忱 生活很残酷，但我依旧热爱它。 

陆思先 
生命的长河中，留不住的是年华和往事，留下来的是梦和回忆。 

青春的时光默然逝去，社会纷繁的生活悄然而至，祝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心想事成，一帆风顺！ 

高晋 时光匆匆，很荣幸与大家相遇SNAI；毕业在即，祝大家前程似锦，万事胜意！ 

阮颖慧 四海列国，千秋万载，我们别处相见。 

赵京生 同学同年又同舍，许君云路并华輈。盼若干年后还可与君相聚SNAI球场。 

于潇 惟愿此去似锦繁花路，归来仍是少年人。坚定初心，勇敢前进吧年轻人！ 

冯雯君 愿我们在彼此看不到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同学寄语 

沈昱东 做颗星星，有棱有角，还会发光！ 

张硕静 脚踏实地谋发展，努力努力再努力！ 

刘筱凡 期待在更精彩的路口与你们相遇！毕业快乐！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何宇 愿我们永葆对生活的热爱，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袁媛 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往不恋。 

赵阳 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岁月共回首。 

唐新宇 纵有强风起，人生不言弃。 

杨月 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永远热泪盈眶。 

高翔 展翅高飞，前程似锦；挥手道别，扬帆远航。愿新冠早日结束，愿生活再无绿茶！ 

温卫勤 志和者，不以山海为远。过千山有行舟，顺风顺水上重楼。 

高丽婷 祝大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永不抱怨，成为一名合格的财会金融从业者。 

张涵鑫 祝大家前程似锦，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毕业快乐~ 

冯欣然 祝大家一帆风顺，事业有成！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边园园 但愿美好的记忆，不要从岁月里匆匆走过，让它永驻我们的心中。 

叶莹 感恩遇见，感谢每一个同窗共读的日子，愿所得皆所愿，所遇皆温暖，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黄曼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愿我们前途似海，来日方长，顶峰再相见！ 

明子晴 往昔不负，韶华依旧；念念如故，前程似锦。 

李云云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凌梓峰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夏玥 承风骨亦有锋芒 有梦泽刚 前往皓月星辰 初心不忘。 

 
同学寄语 

 
同学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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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o 

Say 

Goodbye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来 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 惟有别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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