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届
陈楠
本科毕业院校：浙江大学
CFA 持证人

"浓缩了CFA知识体系的一年课程充满挑战又不乏乐趣。教授们风格迥异
各有所长，却都认真负责；同窗们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多样，但都敏而好学
。无论是对金融知识的拓展，还是为金融职业生涯做准备，这一年时光都#
不辜负你。"

工作地点：美国
公司／职位：WVU Foundation／Investment Analyst
王慧
本科毕业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CFA 持证人

"课程紧贴CFA考试，对通过考试非常有帮助，教授非常有帮
#
助，课程紧凑，节省时间，Morgantown生活舒适。"

工作地点：中国
公司／职位：State State Corporation

2010届
刘洋
本科毕业院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Pass CFA Level II
工作地点：中国
公司／职位：中授传媒／策划经理

"当年决定出国读书有三个目标：一年拿到硕士；考CFA；英语达到流利。有三个
限制：目的地是美国；要全奖；是MSF。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竟然有周老师找
到了我，给了我全免学费的奖学金，我就这样来到了美丽的蘑菇屯。在蘑菇屯的
生活单纯得像在天堂，每天上课、读书、回家做饭，周末聚餐，假期旅行。我是
MSF的第二届，只有不多的几个中国人，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做project、presentation，毕业时候所有考2级的人都通过了。特别要感 #
谢的人是周老师。他关心中国来的学生，和师母常常请我们吃饭，在生活上帮助
我们。去外州考试他也帮我们订好酒店，安排学长开车带我们过去。记得从DC开
回来的路上，下着大雪，天黑路滑很危险。是周老师亲自开一辆车，一位MBA学
长开另一辆车带大家回来的。感谢母校，感谢周老师，Dr. Riley, DeGeorge,
Dr.Speaker, Dr.Kurov。"

2011届
张丹峰
本科毕业院校：人民大学
Pass CFA Level II

"WVU的课程设置非常合理，配置的老师也都非常的出色，令人印象深刻
#
。学习之外，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也充满了互动。 "

工作地点：中国
公司／职位：百度／战略分析师
崔成
本科毕业院校：对外经贸大学
CFA 持证人

"在wvu的学习经历对未来工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教授对金融知识的讲
解和金融视野对未来发展有极大的帮助，我们从大学毕业生过渡到从业人
员所必需的实操经验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学习和锻炼，感谢教授们对课程的#
用心准备和经验的分享"

工作地点：中国
公司／职位：廊坊银行／投行部总经理助理
张睿
本科毕业院校：West Virginia Universit
Pass CFA Level II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WVU度过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四年，让我在毕业回国
步入社会后深感收益颇丰。Morgantown的环境非常适合学习生活，可谓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感谢教过我的各位老师，让我在日后的生活工作中 #
受益匪浅"

工作地点：中国
公司／职位：CIBIBD／Product Manager
何俐慧
本科毕业院校：上海财经大学
CFA 持证人
工作地点：中国

"在WVU一年的时光，虽短暂，但非常饱满。在这个安宁的大
学城，我不仅系统性学习金融知识，更认识了很多出色的良
师益友。感谢这段丰富,充实，愉快，温暖的经历，我变得更#
加自信，更加勇敢。也愿更多人有缘走进摩根城，走进WVU,
来亲自体验这一趟美妙的学习生活之旅。"

公司／职位：/

2012届
李婧睿
本科毕业院校：辽宁大学
Pass CFA Level II

"感谢WVU商学院2012年时候录取了我，我这个项目中我接触到金融，并
且对金融产生兴趣，这对于我未来的职业规划有很大影响。感谢周老师去#
北京面试并且录取我来读MSF。"

工作地点：美国
公司／职位：WVU Graduate Assistant
陈玮
本科毕业院校：北京科技大学

工作地点：美国
公司／职位：Argus merchant services／regional manager

"整个项目下来，收获非常多，不论是在学业上还是生活上。 出国前，
其实并没有踏踏实实的真正的理解金融。经过一年的学习，我才意识到，
哦，很多东西原来可以这样算！而且学校氛围也很好，是可以静下心来好
好读书的地方。 认识了很多很好的人，学长学姐跟同学，在学习和生活 #
上都给了我很多照顾。 最后，强烈推荐西弗的自然风光，离开很久后还
美的让人念念不忘。"

潘妍杉
本科毕业院校：天津财经大学
Pass CFA Level I

"庆幸当初选择了WVU，从不适应全新的美国生活到渐渐熟悉Morgantown,
紧张的生活节奏，仿佛还能看见夏天漫山的绿色和萤火虫。虽然毕业就离#
开了，但是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是mountaineer. "

工作地点：美国
公司／职位：Fleet Financial Group／Budget Analyst
余德淦
本科毕业院校：广州大学
"在WVU的两年学习生活既紧张又充实，这为我继续深造打下坚实基础。
WVU是一所让人很有归属感的大学，学校充满浓厚的体育氛围，西弗的风
景优美，文化务实，民风淳朴，很荣幸在这么特别的地方渡过两年美好的#
时光。"
工作地点：在读
公司／职位：在读

2013届
李忆莎
本科毕业院校：阿尔伯塔大学
Pass CFA Level I

"MSF的项目，是学生时代里一段很难忘的经历，不管是学习
还是生活上都有所受益，感谢WVU让我们成长。今后会一直努#
力。"

工作地点：中国
公司／职位：万家基金
胡玥
本科毕业院校：山东师范大学

工作地点：／

"WVU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地方，在这里我遇到了许多的良师益友，学到
的东西让我一直都非常受用，这里不管是学习氛围还是生活环境都是十分
的完美的。老师也都十分的尽职尽责，帮助学生在各个方面上进和完善自
己。我十分感谢WVU商学院的所有老师给予我的教导和帮助，WVU是一个 #
非常值得来求学和生活的地方。我十分推荐任何一个有志向来美国求学的
国内学子来WVU。"

公司／职位：／
薛冰冰
本科毕业院校：西安外国语大学
Pass CFA Level I
工作地点：美国

"在西弗吉尼亚大学两年的学习生活是我这辈子难以忘怀的记忆，在这里
我得到了各种的帮助，也更加清晰了人生目标。WVU校风质朴，学术氛围
非常浓重，学校的老师非常关心学生，师资也非常优越。学校的career
#
service非常好，WVU确保了学生得到最好的就业指导，能找到自己的
dream career。WVU是一个你来了一定不会后悔的地方，也是你离开了以
后会一直记得和感恩的地方"

公司／职位：AXIS Group／Data consultant

2014届
李家鑫
本科毕业院校：南开大学
Pass CFA Level III

"很感谢WVU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平台，让我们能
够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老师和同学对我们的帮助 #
将会受益终生。"

工作地点：美国
公司／职位：Fosun Treasury Associate
王上旻
本科毕业院校：台灣交通大學
Pass CFA Level II

"在WVU的MSF學到了許多金融相關知識，由於我的本科其實與金融沒太大
關係，一開始時還挺不適應的。經過了MBA與MSF的鍛鍊後，讓我有信心 #
在這個領域發展，十分感謝MSF的老師們。"

工作地点：美国
公司／职位：Whitford Advisory Services

2015届
牟馨雨
本科毕业院校：西南财经大学
Pass CFA Level I
工作地点：美国

总的来说，我觉得WVU这个金融项目挺好的，一个班人少，像是小班教
学，老师也很关心我们。我觉得ACG比赛很有意思，应该都参加一下。
WVUF这个经历非常好，实习了一年了，很有价值。我十分珍惜WVUF这个
经历，现在非常庆幸自己选择了WVU，去其他学校估计很难有这种机会。
"

公司／职位：WVU Foundation／Intern

2016届
顾佳浩
本科毕业院校：上海交通大学
CFA 持证人
工作地点：WVU金融博士在读
公司／职位：在读

"WVU是一所非常适合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在这里生活学
习都很便利。学校的硬件设施也十分完备，会让你留下深刻
印象。MSF专业的课程设置十分具有实用性，师资力量优秀，
教学质量高，对通过CFA考试尤其有帮助。虽然来美国之前没
怎么听说过WVU，但来了以后发现学校就是一个宝藏，有太多
值得我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王佳傲
本科毕业院校：西安外国语大学
Pass CFA Level I
工作地点：WVU在读

"我觉得WVU的留学生活对我的"硬件"和"软件"都有提升。硬
件指的是知识的增长，获得的文凭。软件是指生活能力和处
#
理问题的方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很友善，让我体会到了
美国的文化。"

公司／职位：在读
郭扬
本科毕业院校：上海外国语大学
"在WVU学习的一年里，虽然遇到过很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但在很多
人的帮助下，都一一克服了，真的很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和朋 #
友，你们将是我WVU记忆力最珍贵的回忆！"
工作地点：WVU在读
公司／职位：在读
曹剑
本科毕业院校：国防科大

工作地点：WVU在读

"学习氛围太好了，最开始我是打算混个3.25，第一个学期四门课拿了两
个B。但是我发现一起过来的中国同学比我年轻又还比我努力，就不再混
日子，后来我再也没有拿过B。同学的素质也很高，文明礼貌谦卑热情，
学校也提供了不少兼职的机会。而且我也很喜欢摩根城，城市不大，又不
怎么堵车，办事效率高，消费水平不高。"

公司／职位：在读

2017届
蔡怡琳
本科毕业院校：上海商学院

工作地点：WVU在读
公司／职位：在读

"在WVU经历了一个学期的短暂学习后，我对管理与金融有了
全新的认识和感悟。作为非金融本科的我，在课堂上所汲取
到的所有知识都是前所未知的。 但这让我充分了解金融领域
的基础知识，并为第二年的MSF项目打下扎实的根基。除此之#
外，WVU的教授们都十分热心，每当我遇到难题与疑惑时，他
们都会耐心的为我解答并解释。 在这里，相信只要有一颗热
忱向上的心，就能一点点靠近自己想要的梦和理想。"

种强
本科毕业院校：山东大学
Pass CFA Level I
工作地点：中国

"有幸加入西弗吉尼亚大学硕士项目，作为金融学硕士项目
2010年首届毕业生， 在学校morgantown的日子里，自己收获
颇多，商学院的资深教授、同班的优秀同学、美丽的校园都
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感谢WVU，感谢恩师Dr.CHOW等各位教
授。"

公司／职位：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廖靖雯
本科毕业院校：台灣大學
CFA 持证人

"在WVU的時光很美好，非常感謝教授鼓勵考CFA跟指導。CFA
對我職涯有很大的幫助。對未來課程設計的建議是希望能多
增加一些表達能力及獨立性思考的訓練。"

工作地点：美国
公司／职位：UPS／Pension Sr Analyst

贾兆芸
本科毕业院校：山东大学
CFA 持证人
工作地点：在读

"我非常感激我在wvu的学习经历，学校的师资力量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在学校学习的知识为我日后的工作奠定了深
厚的基础，在学校结识的朋友对我现在的工作和学习都起到
了非常良好的作用。"

公司／职位：在读

王展
本科毕业院校：浙江大学
Pass CFA Level II
工作地点：WVU在读

"在西弗吉尼亚的学习生活使我成长了很多。这里有敬业的老
师们，有关爱我们的长辈和学长们，还有积极好学，互帮互
助的同学们。课程的设计既切合cfa考试的知识结构，是我们
能更好的准备考试；又有ACG这样的真实案例的分析竞赛，使
我们为以后工作中的需要储备各项技能。"

公司／职位：在读
鲁晓苏
本科毕业院校：四川大学
Pass CFA Level I
工作地点：中国

"在WVU不仅学习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知识，也积累了生活经
验和结识了一群良师益友。朋友间仍然会津津乐道有趣的蘑
菇屯生活，这也成为维系大家情感的一条重要的线，时刻牵
引着大家。"

公司／职位：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高洁
本科毕业院校：上海财经大学
Pass CFA Level I
工作地点：中国

"非常怀念在morgantown读书的日子，美丽的校园，专业尽责
的老师，可爱的同学们，都承载着青春满满的回忆。多元的
文化体验和海外求学生活，是经历，亦是财富。Once a
mountaineer, always a mountaineer! "

公司／职位：Bosch／Finance Controlle
魏耿磊
本科毕业院校：西安外国语大学
Pass CFA Level III

"从MSF项目中学到了很多金融知识和技能，受益匪浅。CFA课
程的设置也有利于学生应用于实践。Good job!"

工作地点：美国
公司／职位：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王梦迪
本科毕业院校：查尔斯顿大学
Pass CFA Level I
工作地点：中国

"在WVU学习生活的一年多的日子不算太长，但是却留给我深
刻的印象。紧凑的课程安排，忙碌而又充实的研究生生活，
多彩的课余活动，都是我第一时间想到WVU的美好回忆。还有
学校的教授们，特别是周老师，对我们这些留学生的悉心关
怀，让我们这些身处异国的学子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公司／职位：招商证券
王玉珏
本科毕业院校：南京审计大学

工作地点：中国
公司／职位：南京理工大学

"2012年大学毕业之后就在WVUFinanceProgram攻读硕士学
位，在此期间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莫大帮助，仿佛自己在美
国也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在这里读书没有干扰，没有顾
虑，每天往返图书馆、健身中心、宿舍，周末去教会参加两
次活动，生活充实而几乎不感到异国他乡的孤单和寂寞。
Finance Program 的课程设计很棒，学到了自己想学的东
西，那时候感觉永无止尽的，不想回首的presentation和
case，现在回想起来竟然记忆深刻到怀念。虽然现在的工作
已偏离金融，但我相信我的思维，眼界的改变都在WVU得以实
现，最终成为影响我生命轨迹的重要因素。"

张烨
本科毕业院校：西安外国语大学
Pass CFA Level I

"WVU的学习经历不仅为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学
习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工作地点：中国
公司／职位：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研究员

桂达
本科毕业院校：西安外国语大学
Pass CFA Level III
工作地点：美国

"我是WVU2014届MBA和MSF专业毕业生，在Morgantown学习和生活的两
年，是我无法忘记的时光。在这里有很多优秀的老师，也有很多可爱的同
学。特别感谢周老师的教育和引导，他带给我的不仅是专业上的知识，也
让我保持一种谦虚、诚实和热心的心态，这对我现在的工作、创业都有很
大的帮助。 Morgantown小镇景色美丽、生活安静、居民淳朴善良，这里
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沉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利用在
WVU的时间，在图书馆找个熟悉的角落去学习，沿着小镇河边跑步，看一
场橄榄球赛，听几场报告、演讲，参加同学和学校的活动，这都将带来很
多收获。"

公司／职位：纽约地产公司／投资部主管
李少波
本科毕业院校：兰州大学
Pass CFA Level I

"WVU的MSF项目提供了一个让你全面了解金融最前沿的平台，老师有好几
位就是CFA，教学的内容也是紧跟CFA考试的内容，所以实用性非常强。"

工作地点：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在读
公司／职位：在读
殷洁旻
本科毕业院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Pass CFA Level II

"得名师益友，走遍天下都不怕~督促自己在学业上精进一步，获得的专
业知识以及校友之间的交流，对我回国的工作大有帮助，基本银行，信
托，券商的工作，都可以胜任。"

工作地点：中国
公司／职位：国投泰康信托／信托主管

鲍维琪
本科毕业院校：上海理工
Pass CFA Level II
工作地点：中国

"值得。是个潜心学习的地方。老师教授帮助良多，在
Morgantown虽然山长水远，但是是个宁静安详的小镇。学校
里氛围好，活动丰富，教授们很愿意一起讨论问题，给予很
多指导。个人而言胜过浮华城市。"

公司／职位：Disney／data analyst
艾飞尔
本科毕业院校：上海财经大学

工作地点：中国
公司／职位：旺旺（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稽核专员

"说来惭愧，周教授和西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给我提供了很多
资源，但是我在CFA的考试成绩不如人意。尽管如此，周教授
所教授的金融知识，以及MBA和金融双学位项目的设置对我找
到现在这份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具备管理和财务以及金融三
重专业素质的跨专业项目，其对人的逻辑思维，批判思维的
提升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在财务预测方面西弗吉尼亚大学MSF
也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很感谢周教授，一直没有机会多
找他谈谈，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

延骁威
本科毕业院校：上海理工大学
Pass CFA Level III
工作地点：中国
公司／职位：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在WVU两年时间的学习，我不仅收获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深入了解
到了美国的大学文化，拓展了自己的见识，不论是在课内还是课外，都可
谓获益匪浅。在WVU学习期间，由于town里生活本就平静，我得以潜心汲
取知识，金融专业学习与CFA备考互相促进，使我不仅在金融硕士的课业
上成绩优秀，而且可以较为轻松的备考CFA考试。"

章碧辉
本科毕业院校：中山大学
Pass CFA Level II

"在WVU学习是非常好的接触美国乡土文化的机会，在MBA就读
期间，有非常多的与美国同学合作的小组作业。摩根城是个
宁静宜居的小镇，非常适合学习CFA 。"

工作地点：WVU在读
公司／职位：在读
敖菁
本科毕业院校：东北财经大学

工作地点：WVU在读

"学习强度很大，很锻炼能力。老师很好，尽心尽力的帮助我
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学习内容将会对CFA考试有很大帮助，也
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派上用场。 我相信经过在这里的学习，我
会有一个扎实的金融学基础，然后会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吧
。"

公司／职位：在读
安欣妍
本科毕业院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Pass CFA Level II
工作地点：WVU在读
公司／职位：在读

"在WVU这一年收获非常多，既有学术上的提高也有生活中的进步，WVU课
程安排科学合理，学校也为学生提供了许多关于职业发展的指导和服务，
让我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了解求职市场和职业生涯。 感谢WV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