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里写下您人生故事的新篇章

在华盛顿大学
发现最好的 
自己





我们致力于
提供一个具有挑战性
和支持性的环境，
帮助您从大学经历中
获得塑造未来的工具。

1



始建于 18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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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热情
合作
雄心勃勃
包容
理性
支持
充满好奇心

6



 我们不 

狂妄
孤独
目光短浅
封闭
陈旧
溺爱
漫无目的
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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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
充满动力
充满热情
勤恳尽责

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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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1255

中西部

2225 

我们的 7348 名本科生来自 50 个州、哥伦比
亚特区、波多黎各、北马里亚纳群岛和 50 个
国家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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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

1257

 东北部

2053
华盛顿大学

本科生
已入学、全职、攻读学位

20% 亚裔
8%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11%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1% 美洲原住民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1%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6% 多种族
46% 白人
7% 国际

此外，148 名学生 (2%) 并未注明自己的种族。 

国际学生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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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的事实：

80% 
的学生攻读多 
个专业或辅修

7:1 
的学生教师比例

450 
多个学生俱 
乐部和组织

25 
位诺贝尔奖得 

主出自华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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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班：

1341 艺术与科学学院

168 奥林商学院

153
山姆·福克斯 
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

259 麦凯维工程学院

59 无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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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若要查看完整的专业和项目列表，请访问  
admissions .wustl .edu/academics/majors-and-programs/

 

世界一流
要求严格
涉猎广泛
动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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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查看完整的专业和项目列表，请访问  
admissions .wustl .edu/academics/majors-and-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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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科学
学院

artsci .wustl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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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与科学学院，您将生活在一
个探索、研究和发现的世界里，这
是一条由您选择、为您打造的通往
知识和个人素养的道路。

我们致力为各种大问题寻找解
决方案。请告诉我们您对什么
感到好奇，我们会帮助您取得
成功。您可以发展您的兴趣，实
现您的独特潜力，同时了解过
去发生了什么，现在正在发生
什么，我们将去往何方，以及如
何做出改变。 

艺术与科学学院是最大的本科
院系，提供 70 多个专业和辅修
课程，您可以随心选择，创造自
己的学习组合——从心理学、生
物学到美国文化研究和哲学，
不一而足。无论您的学术之旅
如何，您一定会遇到能够磨练
您的批判性思考和解决现实世
界困难问题能力的想法和观
点。我们的项目位于这一切的
交叉点，能让您灵活地找到自
己的路径，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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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知识之旅甚至会带您走出
教室。当您与著名的教师合作
时，您可能会发现参与公民和
社区活动、体验式学习或出国
学习的机会。您将体验到如何
通过思想碰撞实现科学或创
意、学术或个人成就的突破。 

84% 
的班级学生人数少于 25 人

79% 
的科学专业学生参与由教师
指导的本科生研究

66% 
的艺术和科学专业学生都有
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或第二
专业

80% 
参加我们的医学预科咨询项
目的学生第一次申请就被医
学院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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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商学院

olin .wustl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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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林，我们知道时间和经验至关
重要。您学得越多，就有越多的机
会成长，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作为奥林的学生，您将从第一
天就开始沉浸在商业氛围中，
第一学期就获得坚实的商业核
心和体验学习机会。您将有四
年的时间来发现和发展您的激
情，准备好为世界带来改变。 

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有着悠
久的优秀传统，一直被评为全
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我们的
规模能让我们在一个促进合作
和创造力的环境中提供更个性
化的教育体验。在您的学习过
程中，您将获得全球商业视野，

并学会创新思考，无论未来您
走上怎样的职业道路。奥林的
课程精心设计，因此，您可以
获得现实世界的学习机会，
能够从最佳的起点开始探索
自己最感兴趣的职业选择。我
们的跨学科方法包括大量的
选修课，您可以在奥林以外追
求兴趣。 

我们致力于丰富您的本科经
历，我们将帮助您规划自己
独特的道路，实现个人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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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的奥林学生在国外学习

90%
的商科课程招收的学生不到 
50 人

97%
的 BSBA 学生在毕业后 90 
天内接受了一份工作

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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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福克斯 
设计与视觉 
艺术学院

samfoxschool .wustl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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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福克斯学院是一个紧密联系的
社区，从事建筑、艺术和设计的学生
致力于为世界做出积极的改变。

我们灵活的学位课程为您所选
择的领域——建筑、工作室艺
术、传播设计和时尚设计——提
供深入的研究以及强大的文科
基础。我们提供一系列的课程
来支持您的兴趣。您还可以在
华盛顿大学学习其他学科的
课程，获得辅修、第二专业或双
学位。

山姆·福克斯学院还拥有世界
级的米尔德里德·莱恩·肯珀艺
术博物馆（所有学生都享有免
费会员资格）以及专门的艺术
和建筑图书馆。我们庞大的设
施包括全新的数字制造实验
室、印刷和图书工作室、纺织
工作室等等。我们的教师在国
内和国际享有崇高的声誉，全

身心致力于教学。您将接受个
性化的指导以培养卓越的技
能。我们提供一系列的课程来
支持您的兴趣，包括动画、风景
园林、无人机摄影或 3D 打印
陶瓷。 

回报丰厚的职业的基础 
许多山姆·福克斯学院的毕业
生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艺术
家、建筑师和设计师。他们还将
他们的创意基础作为投身其他
回报丰厚的职业（如企业高管、
教育工作者、医生、电影制作
人、博物馆专业人员、企业家和
律师）的跳板。无论您对未来有
何愿景，山姆·福克斯学院的教
育将以独特的方式帮助您做好
准备，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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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位路径——美术
学士、理学士及文学
士——支持您的职业目标

8
辅修：建筑学、建筑历史与理
论、社会变迁的创作实践、设
计、人机交互、景观设计、工作
室艺术、城市设计 

2/3
的学生获得双学位、第二专业
或其他学科的辅修学位，从市
场营销到音乐再到计算机科
学，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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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凯维 
工程学院

engineering .wustl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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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开发救命的医疗设备，
还是发现新的可持续能源，麦
凯维工程学院的学生们都热衷
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里有十几个专业、一系列辅
修和跨学科课程，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定制学位。由于
麦凯维工程学院鼓励跨学科合
作，您还可以成为工程以外的
教授和研究人员的门下弟子，
包括我们全国知名的医学院的
教授和研究人员。课程不局限
于课堂学习。您可通过自主学
习、实践研究机会和实习来开
发自己的课程。

在这里，您还会发现一个由志
同道合的同龄人组成的社区，
他们会在您准备设计未来的时
候挑战、支持和激励您。我们的
学生经常合作解决社区问题，
创办自己的企业，并在国际服
务项目中担任志愿者。

当您毕业时，您将成为华盛顿
大学紧密联系的工程师网络的
一员，可以在学术界、医疗保
健、网络安全、能源、航空航天
和创业领域开展职业生涯。加
入改变人们生活、工作和娱乐
方式的下一代领导者行列吧。

华盛顿大学的工程系学生不
仅研究社会面临的挑战，还致
力解决这些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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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的一年级学生是女性或来自传
统上代表性不足的背景

95%
的理学士毕业生在毕业后 6 个
月内获得了研究生机会——工
作、研究生院或实习

60%
的学生完成了第二专业、辅修
或第二个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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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项目
这个多学科课程可帮助学生在复杂
的世界中做出真正的改变。

beyondboundaries .wustl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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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项目

无界项目能让您在进入华盛顿大学的第
一年无需选定任何院系。该项目提供了
解决不属于单一学科领域挑战的机会。
您是知识的探索者，可以通过跨学院的
创新重组和发明来确定自己的道路，我
们重视您的特质。您一定会遇到能够磨
练您的批判性思考和解决现实世界困难
问题能力的想法和观点。如果您才华横
溢，有进取心和上进心，想要追求跨学科
和视角的广泛兴趣，我们鼓励您申请这
个独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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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努力
无界
开拓
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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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am 
Dollisso 
2022 班

祖籍 
爱荷华州艾姆斯

学校 
艺术与科学学院 

您为什么选择华盛顿大学？
第一次拜访是在我高二的夏天，学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很高
兴能够参加 Ervin Finalist 周末，从而有机会与学生互动，提问并获得坦
诚的回答，并在学院上课期间参观校园。我对这次访问感到非常满意，在华
盛顿大学我感觉很舒服，觉得当我到达那里时，那里会有一个适合我的社
区——最终我决定加入这个轻松的社区。

在圣路易斯，最棒的是什么？
可以自由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森林公园就在华盛顿大学校园的对面，在
那里可以悠闲地散步，和朋友们野餐，或者参观免费的艺术博物馆和动物
园! 如果没有自己的车，在圣路易斯游览可能会有些困难，但华盛顿大学确
实为所有学生提供了地铁通行证。 

您的爱好和梦想是什么?
我的其中一个爱好是语言学习，特别是掌握流利的第二语言（或更多语言!） 
我一直对它着迷，觉得这很有成就感。我的梦想是为孩子们或专门为少数
民族学生创建一个项目，让他们与环境接触，以培养对自然的基本迷恋和
欣赏。我一直从事小学学生的导师，我看到了重视早期教育的价值，特别是
在 STEM 领域，我们需要持续考虑和包容那些代表性不足和资源不足的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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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ik  
Gaye
2022 班

祖籍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学校 
山姆·福克斯 
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 

请描述您在我们的夏季建筑探索项目中的经历?
高三前的那个夏天，我参加了山姆·福克斯学院的建筑探索项目。在为期
两周的课程中，我对大学工作室有了很多了解，也对华盛顿大学的文化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

您为什么选择华盛顿大学？
在我访问华盛顿大学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打动了我，那就是学生们非常愿
意回答问题，甚至给人指路。学生们在谈论华盛顿大学的时候，有一种明
显的冲劲和兴奋，我很兴奋能成为这个社区的一员，这个社区似乎真的
让人很想待在那里。我还想说的是，作为来自东海岸的天性喜欢探索的
孩子，圣路易斯和中西部对我真的很有吸引力。我知道这个城市有很多历
史，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至少有四年的时间可以去探索。

您最喜欢的华盛顿大学的哪些传统?
我最喜欢的华盛顿大学传统是文化表演，文化表演由学生组织，充分展现
了这里的多样性，备受社区推崇。对于一个机构来说，宣扬对包容性环境
的承诺是一回事，而真正看到学生群体庆祝这一点并主动承担起推广责
任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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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r 
Seger 
2023 班

祖籍 
印第安纳州 
埃文斯维尔 

学校 
山姆·福克斯 
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 

您对山姆·福克斯学院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喜欢这里合作和开放的氛围。例如，我的绘画教授重视基础，但他不希望
我们失去自己的自然绘画风格形式，或只关注使一切看起来逼真。 

您为什么选择华盛顿大学？
主要原因是山姆·福克斯学院的课程。我发现，大多数艺术学校都采用跟踪
课程，这使得我在决定要选哪个专业之前几乎不可能探索自己的选择。此
外，我在高三前的那个夏天有幸被 Portfolio Plus 项目录取，在那期间，我
认识了一些老师，了解了山姆·福克斯学院是如何管理他们的课程的。我喜
欢上了这座校园，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因为这一切，我知道我必须去
华盛顿大学。 

您为什么会投身设计？
我非常喜欢用设计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无论是通讯设计、平面设计还是
时装设计。我对可持续时尚很感兴趣。人们忽视了时尚产业对气候变化的
巨大影响。他们可能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衣服而已。”但我相信任何东西都
可以设计得更好，无论这意味着更有效或更可持续。我几乎把它看作是我
的艺术生涯中的数学或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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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leen 
Konkos
2023 班

祖籍 
康涅狄格州 
韦斯特波特 

学校 
奥林商学院

您为什么选择华盛顿大学？
我喜欢华盛顿大学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人，以及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支持和
包容感。虽然我是通过 QuestBridge 匹配到华盛顿大学的，但说实话，我
无法想象在其他地方会怎么样。来这里不到一个月，我就和室友、同层楼
的人以及同学们建立了宝贵的友谊。每位学生、教授和教职员工所表现出
的真诚的善意和乐于助人的态度，让我感到就像在家里一样。除了我所在
的社区，富有挑战性的课程和培养勤奋、成长和成就的文化也是促使我选
择华盛顿大学的重要因素。

您最喜欢校园里的哪个地方？
我在校园里最喜欢的地方是我住的楼层，TFL(顶层留置!)。在开学的第一
周，我们所有在这一层的人变得无比亲密，成为了一个大家庭。在漫长的
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回到宿舍，是一天中开心的时候，我非常感谢所有这些
我真正信任和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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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anna 
Barnes
2022 班

祖籍
阿肯色州北小石城

学校 
麦凯维工程学院 

您为什么选择华盛顿大学？
有三个原因：排名、人员和资源。和大多数即将就读大学的学生一样，我做
了研究，因为我想以顶尖大学为目标。在访问期间，我遇到了很多友好的
学生和教师，这里的资源也很好。从免费的导师，到帮助学生学习如何管
理时间的工作人员，到几乎每周都有的社交机会，我觉得华盛顿大学将是
能让我茁壮成长的地方。 

您最喜欢校园里的哪个地方？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奥林图书馆的天空之屋或者校园东头。天空之屋，顾名
思义，是一个带天窗的圆形房间。那里也有桌子和舒适的椅子，能让学生
完成作业。我喜欢东头，是因为它太漂亮了。这里有艺术博物馆、喷泉、玻
璃电梯，还有一个叫 Parkside Café 的很棒的餐厅。他们的汉堡很好吃。
此外，在东头可以看到布鲁金斯学院的美景。

54



Molly 
Rogers
2023 班

祖籍 
俄亥俄州莱克伍德

无界项目

您为什么选择无界项
目？
我选择无界项目，是因为它能让我探索我想从事的所有不同的研究。它能
让我将所有不同的兴趣融入到我决定申报的专业中。人们经常有一个误
解，认为这个项目只针对犹豫不决的学生。是的，我们中的一些人一开始
没有作出决定，但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我们都知道自己喜欢什
么，我们只需要弄清楚如何去追求我们喜欢的东西。

您为什么选择华盛顿大学？
在我参观华盛顿大学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像回到了家。我知道这有点陈词
滥调，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可以想象自己接下来的四年会怎样在这个校园
里度过。我喜欢小班授课，喜欢我们的教授，喜欢美丽的校园，也喜欢我遇
到的每一个人。我也非常喜欢大学提供的研究机会。我不仅获得了丰厚的
经济援助，还被无界限项目录取，这是我非常想参与的项目。

您最喜欢校园里的哪个地方？
我在校园里最喜欢的地方是 Simon Hall 中间的户外空间。这是我最喜
欢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很多桌子和学习空间。这是一种很好户外体验，不
会被虫子攻击（就像坐在草地上工作一样）。这里阳光充足，草木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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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cio 
Sánchez Prado
西班牙语、拉丁美洲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

艺术与科学学院 

“在华盛顿大学教本科生是我工作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我每天
都在努力鼓励他们过上知识型生活，以补充和丰富他们的职
业追求，让他们对拉丁美洲和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成为了解当
今最重要问题的公民以及这个非常复杂的媒体环境中的批
判性观众。在过去的 15 年里，与我们优秀的学生一起携手并
进，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个人成长中发挥作用，是我的使命
和最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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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tlin Daniels
供应链、运营和技术

奥林商学院 

“我喜欢华盛顿大学本科生的敬业精神。我的学生总是努力将
他们的经验（无论是来自其他课程、工作或个人生活的经验）与
我们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联系起来。这增加了课堂讨论的丰富
性。如果没有学生的贡献，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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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ce Vale
本科建筑学教授 

山姆·福克斯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 

“我喜欢和华盛顿大学建筑系的本科生一起工作，因为他们求
知欲强，敢于创新。他们通过制作物理模型和图纸进行学习和
实验，最终发现新的建筑可能性，每次我们一起工作时都让我
感到惊讶。他们正准备走向世界，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建筑和
公共空间，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华盛顿
大学的本科生将建筑理解为一种文化努力，并准备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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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ung Ching
电气及系统工程 

麦凯维工程学院 

“我喜欢和学生们谈论他们的目标和兴趣，了解他们最想解决
的问题和挑战。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学位并实现这些
目标，是教学中最棒的部分。”

63



64



65



一个充满机遇的
世界

 

无限
前途无量
面面俱到
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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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2020–2021 
年完成

21,299 
次咨询互动

为5,168 
名学生提供独到的建议

200 
家组织 

雇佣学生

1,301 
位雇主在 

CAREERlink 
发布招聘广告

68



贝勒医学院
波士顿大学
布朗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康乃尔大学
杜克大学
埃默里大学
福特汉姆大学
哈佛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MIT)
西北大学
莱斯大学
圣路易斯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芝加哥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
爱荷华大学

密歇根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牛津大学
宾州大学
南加州大学 (USC)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华盛顿大学
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耶鲁大学

录取华盛顿大学毕业生最多的 
研究生项目:

列出的雇主和学校仅为代表性雇主和学校，该列表并非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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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毕业生就业单位：

JPMorgan Chase & Co.
Maryville Consulting Group
Mastercard
McKinsey & Company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icrosoft
Nielsen
Raytheon
Teach for America
Total Access Urgent Care
United States Federal Reserve
ZS Assoc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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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我们美丽的校园围绕我们
学生的不同兴趣而建。从
学生经营的企业到露天会
议地点，从健身中心到世
界级艺术博物馆，这是一
个我们可以自豪地称之为
家的社区。

图片来源，右下：展览现场，Ai Weiwei: Bare Life,  
Mildred Lane Kemper Art Museum, 2019 年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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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
的传统
华盛顿大学有着165多年的
历史，具有丰富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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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华

“我最喜欢嘉年华的部分绝对
是人! 每个参与表演的人都非
常努力，以成就出色的表演。我
和其他表演者建立了牢固的友
谊。我第一次参加嘉年华是在
高三，当时，我正参加奖学金评
定周末活动，我喜欢看各种各
样的表演以及关注与拉丁裔社
区有关的严肃问题的小品。”

Belal，2021 班

周二茶会

“我最喜欢的传统可能是 DUC 
的周二茶会了。我喜欢这里的
氛围，每个人都只是进来吃块
烤饼，和朋友聊天或工作。他们
总是播放轻松的音乐——原声
音乐——这让我很开心。这让我
感觉很有大学范儿，让我的周二
充满了欢乐!”

Dani，202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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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早餐

“月光早餐是一种自助式早餐，由华盛顿大学教职工、教授和社区
领袖在期末考试前阅读周的某个晚上提供。这是最好的学习休息
方式，能让你产生家的感觉，甚至忘却考试周的烦恼。”

Gabriella，2021 班

“当你正忙着为期末考试
做准备的时候，在月光
早餐餐厅休息一下，和
朋友们重新联系是一种
享受。”
Malik，202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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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

WILD (Walk In Lay Down)是一场每学期在布鲁金斯方庭校
园举行的音乐会，由社会规划委员会请来的一位知名艺术家担
任演出嘉宾。能够在校园里欣赏这么出色的表演真是太棒了。此
外，学生们可以好好享受这一天， WILD 日堪称整个学期内最
激动人心的一天。”

Grace，2022 班

“我最喜欢的传统是参加 
WILD，因为这是一个
只需要玩得开心的夜晚， 
不用为考试或论文感到
苦恼。”
Sparkle，202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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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灯节表演

“一年一度的排灯节表演是由华
盛顿大学的南亚协会 Ashoka 
举办的，以庆祝灯节。去看我的
室友、朋友和同学与他们的舞
蹈队和无伴奏合唱团体的表演
是我这学期的最开心的事之一。
节目的制作水准、他们在整个学
期准备的东西以及观众令人难
以置信的活力令我叹为观止。”

Eddie，2021 班

年度嘉年华

“这是学生为圣路易斯社区策
划的嘉年华。除了食物和游戏
外，学生组织还打造“门面”。这
些是完全由学生建造的大型建
筑项目。然后，该团体的成员在“
门面”内为社区的孩子们表演一
出戏。打造“门面”非常有趣，我
和现在所有的室友就是这样成
为朋友的!”

Roberta, 202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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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冠军
华盛顿大学是 NCAA 三级学校，拥有
24个全国冠军。我们赞助 19 个校队
项目——9 个男子项目和 10 个女子项
目。我们所有的学生运动员以无比坚
韧的精神，同时追求他们的学术和运
动目标。 
为了提供更多的娱乐机会，我们还提供各种校内和体育俱乐
部选择。若要了解我们全部的运动项目，请登录 bearsports .
wustl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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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 的生活
华盛顿大学是一所世界一流的
研究型大学，扎根于圣路易斯
这个充满求知欲、创造力和创
业精神的城市。欢迎来到这个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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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杂志将圣
路易斯评选为 2021 
年世界上最伟大的 
100 个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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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被《今日美
国》评为 2022 年最
佳读者选择奖最佳城
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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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不会成为障碍。

100% 满足所有被录取学
生经证实的需求。

88



入学和经济援助

经济援助及奖学金
>  授予金额最高可达全额学费，

包括为年收入低于 7 .5 万美元
的家庭提供的免贷款优惠。

>  优秀奖学金和升学辅助奖学金 

>  华盛顿大学的经济援助顾问与
每个家庭单独合作，了解他们
的独特情况。

>  承诺在整个本科阶段为您提
供帮助。

联系人
本科生录取办公室
admissions .wustl .edu
800 .638 .0700 或 314 .935 .6000

学生金融服务
financialaid .wustl .edu
888 .547 .6670 或 314 .935 .5900

若要查看相关指导、成功完成申请所需的资源以及重
要的日期和截止日期，请登录 admissions .wustl .edu/
how-to-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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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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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知道您是谁，什么对您来说最重
要，以便我们能够帮助您引导您的天赋、
动力和能量，成为一个成功、有贡献的全
球公民，努力改善您所在的社区和世界。

基于此，我们以整体和个别的方式审查
每个申请。对于第一年的国内申请者，我
们不会考虑您是否有能力支付华盛顿大
学的部分或全部学费。

在审查时，我们将查看：
> 学术潜力
>  个人特点和品质
>  成就和参与
> 契合度和敬业度

有关我们如何处理招生过程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 admissions .wustl .edu/
building-our-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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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联邦法律要求学院和大学向未来的学生及其家庭提供消费者信息。若要了解以下
信息，请登录 wustl .edu/policies/student-consumer .html： 关于我们关于机
构和经济援助信息可用性的通知的消费者信息；协助获取机构或经济援助信息的
联系信息；以及一般信息，包括学生记录的隐私、为残疾学生提供的服务、教育项
目、认证、费用、计算机使用和版权侵权政策、学生多样性、入学费用、退款和提款
政策、教师准备信息、学生经济援助（联邦、州、地方和机构项目提供的援助；违反
毒品法的联邦学生经济资助处罚；以及学生贷款信息）、健康和安全信息、学生成
果信息(保留率、毕业率、就业安置等)、我们的校际体育项目参与率、财政支持数据
以及选民登记信息。 

体验华盛顿大学

我们邀请您和您的家人来了
解华盛顿大学社区。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
登录 visit .wustl .edu 或
致电 800 .638 .0700 或 
314 .935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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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经有了

成功的愿景

和实现它的动力。

您值得拥有一所

能推动您开启

更多潜能

的学校。



华盛顿大学鼓励并充分考虑所有申请入学、经济援助和就业的申请人。在项目和活动
的参与资格、待遇或就业方面，大学不会因种族、肤色、年龄、宗教、性别、性取向、性
别认同或性别表达、国籍、退伍军人身份、残疾或基因信息而歧视任何人。有犯罪前科
的申请人不会被自动取消入学资格。有关合规问题，请向华盛顿大学负责人力资源的副
校长询问，地址：Box 1184, One Brookings Drive, St. Louis, MO 63130。

我们的大学警察局全天候待命。每年我们都会出版《安全与保障》，这是一本详细介绍
在紧急情况下该做什么及该联系谁的小册子。我们还会出版联邦政府要求的年度安全
与消防安全报告，其中载有校园犯罪和火灾统计数据以及主要的大学政策和程序。您
可以在 police.wustl.edu/campus-security-act-reporting/ 上访问安全与保障手册，
或应您的要求，我们会向您提供纸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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