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 2015 级学弟学妹们：

     你们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及南科大全体学长学

姐向你们表示欢迎与祝贺，欢迎你们加入南科大这个充满朝气、团结友爱

的大家庭，祝贺你们能够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校园里创造属于自己的

光明未来！

      从 2011 年教改实验班开学算起，南科大至今也只度过了 4 年多的时

间。这所为了回答“钱学森之问”而成立的年轻大学，在经历草创之初的

筚路蓝缕之后，已经渐渐走上正轨，走出自己的教育改革之路。但毫无疑问，

作为第五届进入南科大的新生，你们与学长学姐们一样，是这所被我们称

为“母校”的大学的先锋。

     陈十一校长说：“每个学生的未来就是南科大的未来。”也许再也没

有哪一所高校比南科大更加与学生休戚与共。

我想，大家一定已经体会到了身上的责任：

除了实现自我价值、追逐理想，我们的努力

也是在为南科大的未来增砖添瓦。

     你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离开养育自己的

家乡。初来乍到，你们一定会经历与我们当

初一样困惑甚至无措。为此，校学生会编写

了这本《新生攻略》，从校园建设、文娱活动、

日常生活等各方面为你们介绍南科大的点点

滴滴，旨在帮助新生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

希望《新生攻略》能够真正帮助到学弟学妹们，

让你们感受到来自学长学姐们和校学生会真

诚的欢迎与关怀。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你们即将开始一段不

一样的征程，请你们勇敢地向前奔跑，无畏

地积极探索，充满活力地不断进取。我们期

待你们的到来，我们期待你们能够像朱清时

校长给南科大学子的寄语中说的那样，让这

四年成为你们终生骄傲的经历和一生宝贵的

财富！

     祝入学愉快，学业有成，生活顺利！愿你

我携手共创南科大美好明天！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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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校园
          南科大校园内建筑风格现代、富有科技感而又不失人文情怀。其中依原住地村民

的意见保留了南科大建校前原村落的五棵大榕树，在校学生也曾作为主体参与过学校

的建设。本章即将带着大家一起去提前看看我们的校园。
■摄影：王本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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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S

                    社团组织
          南科大现有学生社团和学生组织共五十余个，涵盖学术、运动、文学、

艺术等多个方面。本章将简要介绍本校的社团组织状况，同学们在开学之后

可以在统一的社团招新中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 ; 如果想创立自己的社团 , 学

校也会给予充足的支持。
图为铮锋视频组某次拍摄过程。■摄影：刘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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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化社
粤语社
英语协会

园艺植物昆虫社 
计算机研究协会
心理学社 
航空模型社
3D 打印社
电子 DIY
智能设备研发社 
科幻协会
纸雕社
魔方社
桌游社
电竞社
创意工作室 
南科大广播社 
荔枝公社

NOVA 街舞社 
拉丁舞社
轻音社 
B-BOX 社
西乐社
欧拉乐队
轻音社
SCAP 动漫社
南科爱摄
电影沙龙

南科创行
思哲社 
承翰社 
耕读社
围棋社
纵横棋社
未央古风社

南科武学
排球社
南科大乒乓球社
篮球社
游泳社
网球社
健身养生社
瑜伽社
轻羽飞扬 
自行车社
户外运动协会
南科大裁判协会

社团联合会下属社团

[ L I S T ]



【致仁浆果画室】
      浆果画室是一群美术爱好者狂欢的舞台，在这里与你
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挥洒色彩吧！

【致仁民乐队】
      这是一个成熟的民乐乐队，前后参加过多次民乐比赛
且获得了优秀的成绩，乐队定期还会邀请专业的老师指导
练习，让每一个热爱民乐的人都能不断进步成长。

【致仁烘焙室】
      学生可通过加入烘焙社定期制作精致的糕点，创造自
己的杰作，在学习之余，享受美食的飘香。

【树仁水吧】
      小食温暖寒夜，冰饮清凉一夏。水吧作为书院志愿
服务商铺，旨在通过我们用心的制作将美食与爱传递给
SUSTC的家（chi）人(huo)们，同时给那些热爱制作美(hei)
食 (an) 饮 (liao) 品 (li) 的小当家们一个交流创造的平台。

其他学生组织
Other Associations 



Technology 
Cooperative
      科技合作社旨在组织专业与业余学生共同参与研究性
活动。社团的学术部内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数学、计
算机等多个小组，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实用事物的创新
与发明，培养在校大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动手实验能力
与团体合作能力。

      科技合作社于 2013 年冬季邀请了当“非常流利说”
创始人王翌至校内进行交流分享会；于 2014 年春季获邀
组织参观“华大基因”，并与管理层进行面对面交谈；
2014 年夏季创办了南科大首本科技类刊物《TC》。

      科技合作社组织同学参与各项竞赛活动，获得许多重
要奖项；目前仍有许多成员正在备战国际大学生物理竞赛
与 ACM 程序设计大赛，相信在未来参与中会有很多有潜
力的同学被挖掘出来。

      科技合作社有众多的教授担任社团指导，多次在校内
组织学术讲座。科技合作社富有改革创新精神，规模适当，
以“学术”为特色，始终坚持“创新、求实”的发展思路，
积极响应学校的方针，活跃校园文化，创造一个服务同学
健康成长的平台。



【MUN】
      “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Nations）是世界各国官方和民间团
体特意为青年人组织的活动。青年学生们扮演外交官，以联合国会议的形
式熟悉联合国的运作方式，了解世界发生的大事对他们未来的影响与自身
在未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SUSTCMUN】
      南方科技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SUSTC Model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成立于 2013 年 9 月，隶属学生会学术部。自建立以来，
已成功举办了两届模拟联合国大会和三场讲座，得到了校领导与广大师生
的好评。2014 年 5 月，南科大模联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海峡两岸模联大
会 CSMUN2014, 并获骄人成绩。次年的香港中文大学 ( 深圳 ) 模联大会
及南方模联大会上，我们亦展现出了南科大学子的风采。

【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加入我们，我们将提供给你参加会议的机会，组织相关学术讲座， 举
办校内会议。没有频繁恼人的例会，只会提供一个看见更广阔世界的平台。

【合作伙伴】
      目前主要的国内合作会议为海峡模拟联合国大会，中国模联大会，南
方模联大会以及香港中文大学 ( 深圳 ) 模联 大会等。国际合作会议有东南
亚模联大会等。 

【SUSTCMUNC2015】
      南方科技大学第三届模拟联合国大会将于今年 10 月在我校召开，我
们热切期待你的到来，与我们共同成长！ 

SUSTCMUN



      南科公益是由南方科技大学在校学生自发组织的公益
团体，以“弘扬博爱感恩精神，为南科大师生提供参加社
会公益活动和回馈社会的平台”为宗旨，通过组织形式多
样的公益活动，使大家切身地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去。自
2012 年秋季成立以来，南科公益在探索中发展，从最初
的一个小想法，成长为如今南科大最优秀的独立组织之一。
在过去的三年中，南科公益在校内陆续并多次地开展了诸
如“地球一小时”、 “U-market”、“无偿献血”、“感
恩节”的公益活动，在校园中反响极佳。同时，南科公益
走出校园，创意性地提出并实施了“四点半课堂”、“助
飞小候鸟”项目，长期为学校附近社区的小学生免费进行
课后辅导和主题活动。此外，我们积极参加“公益金百万行”、
“为爱同行”等深圳市大型公益项目，向社会各界展示了
南科学子投身公益、乐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 



ANIVERSARY EVENTS

           年度活动
          本章将介绍南科大已经成功举办过一届及以上的几项有望发展为南

科大传统盛事的活动。顺着照片提前感受感受氛围吧！
图为 2014 年迎新晚会现场，刘赫同学在控制投影。■摄影：余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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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EM( 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 ) 是我校参
与的一项传统赛事，从建校至今已经获得两枚
金牌与一枚银牌。作为合成生物学界最大的国
际赛事，iGEM 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
众多学校参赛，其中不乏类似美国的 MIT 与哈
佛、欧洲的 Heidelberg 等顶级名校。 iGEM
具有极强的跨学科性，几乎每个项目都涉及生
物、计算机、 电子、数学等各色学科，并需
要对这些学科的知识融合在项目 的每一个点
滴中，最终完成项目的终极目标。可以说，
iGEM 是 对每个参赛队的一场综合性试炼。

      在 iGEM 赛场上，你能与全世界的优秀学
子面对面交流过招，亲身体会他们身上的闪光
点，并与他们中的很多人结下深厚的友谊。赛
前日日夜夜的辛苦准备、赛场上热烈的交流、
答疑时的灵光一现……这段时光一定能成为你
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iGEM 
国际基因工程设计大赛



 迎新晚会
      对于新生来说，迎新晚会可以说是第一个值得

期待的事情了。这里有俊俏漂亮的主持人们，有热

辣的街舞，还有高大上的魔术表演，相信一定不会

让你失望！目前迎新晚会正在征集节目，感兴趣的

同学赶紧准备一下吧！详细报名信息可封底扫码关

注学生会微信平台回复【迎新晚会】获得。

  举办时间：每年九月
  主办方：各书院  学生会

■摄影：张紫琦 



 地区文化节
      对于吃厌了学校食堂菜式的同学们来

说，地区文化节可谓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各个地区的特色小

吃，能玩到各个地区的节日风俗，抛绣球、

搓麻将、入洞房……各种各样的惊喜让你

痴狂！

  举办时间：每年三月
  主办方：学生会

■摄影：王文举



 圣诞暨新年晚会
      此晚会是圣诞节后元旦节前的一次狂欢，精彩

纷呈的节目，生动有趣的互动，精美大气的礼物，

都会在你的大学生活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举办时间：每年圣诞至元旦间
  主办方：各书院 

2013

2014



 致仁沙龙

 致仁音悦节

致
仁
生
日
会

      生日会可以说是致仁书院最有特色的活动，生日

会将会邀请当月过生日的导师与学生共度一个美好

的夜晚，同时送上同学、家长们的祝福。

举办时间：每月一次（如遇假期则两月合办）

                                      

     多种乐器的碰撞与交融，多种曲风的演绎与变幻。

无论是民乐西乐，还是摇滚乐流行乐，致仁音悦，绝对

让你大饱耳福！

举办时间：每年 5 至 6 月

                                

     致仁沙龙是与校外各领域人士进行交流的盛

会，音乐，书法，写作，体育，学术，人生……

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指路明灯。

举办时间：不定期

                                        



     是不是很想去与学长学姐交流却又

有些不好意思呢？是不是对教授们的经

历充满好奇呢？我们会经常邀请到各个

系的导师和同学来为大家做分享会，在

这里你可以和他们畅所欲言，相信你会

有很大的收获……

举办时间：每月不定期

树仁分享会

     以五公里慢跑为基础的微型马拉松

是树仁书院的特色活动之一。周末的清

晨在阵阵鸟鸣声中环校慢跑能让你感受

到融入自然的惬意，更能带来一整天的

幸福感与满足感。你准备好和学长学姐

还有教授们一起跑微马了吗？

举办时间：每周日

树仁微马

      中秋节国庆节光棍节万圣节感恩节

圣诞节元宵节情人节……一年这么多节

日，不浪怎么对得起自己呢？所以也就

有了中秋茶话会、海边烧烤、万圣趴、

元宵灯谜等等一系列活动。书院将根据

实际情况开展各大节日的庆祝活动，同

学们可根据自身需求踊跃参与。

举办时间：各大节日

各大节日
庆祝



STRATEGY

               策略
          本章将介绍学长学姐们总结出来的一些生活经验。另带安利南科大周边

旅游信息和南科大特有的传统，希望能帮助到大家，了解这个学校，了解这

个城市。
■摄影：许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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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
     学校附近的公交站为“南方科技大学
站”，从学校正门口处即可看到。涵盖线路：
43 路，74 路，81 路，M369 路。票价一
般为 2.0 或 2.5 元。

地铁
     距学校最近的地铁站为“塘朗站”，从
学校正门口直行即可到达，由于现在正在施
工，可以选择直行穿工地或者绕行去地铁站。

打车
     学校附近出租车不多，推荐使用打车软
件，方便快捷，如：滴滴打车，Uber，一
号专车等。

建议
     深圳通可用于乘坐公交车和地铁，部分
门店亦可以刷深圳通付费。在地铁站里会有
出售深圳通的站点，办理无需注册填表等，
交钱即可拿卡，建议新生办理。手机中有地
图类 APP 也是被推荐的哦。■摄影：李炳





商
圈

海岸城
位于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兼有大型购物中心、影院、KTV、各类餐馆及美
食小店，功能齐全。

龙华九方购物中心
位于龙华，是较小型的商圈，但集购物、娱乐、饮食于一体。九方虽规模不太大，
但距离学校近，且可以满足一定的购物娱乐需求，为学校学生所青睐。

东门 - 老街
位于罗湖区，离火车站比较近，主要以服装批发零售和大商场为主，又兼有
众多小吃摊位和店面。总体价格低廉，每天客流量都很大。

华强北
在福田区，以电子产品批发和零售为主，也是深圳人流最旺的商圈之一。

华侨城
位于南山区，这是以旅游和酒店业为主的商圈，里面有世界之窗、欢乐谷、
锦绣中华等，同时也有购物区。

其他
中心书城，少年宫，会展中心等 ，融购物娱乐美食于一体。■摄影：余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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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宾馆

专家公寓
专家公寓是唯一在校内的旅馆，120 元一天，便宜划算，干净整洁。入住之前需要提前预定，不接受新生的电话预定，想住的同学
们可以找学长学姐帮忙订或者提前到校办理入住。

雅园塘朗酒店
雅园塘朗酒店是距离学校最近的酒店，环境较好。在去哪儿网、携程网等网站都可以预定。

大学城
由于报道时人数较多，专家公寓和雅园塘朗酒店无法容纳所有学生及家长，可以在大学城附近预定旅馆。大学城区域的酒店多条件
较好，但是距离学校稍远。建议提前在携程、去哪儿等网站预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价位的酒店。■摄影：许逸欣Hotels Nearby



周边游｜在深圳
世界之窗
      世界之窗位于广东省深圳市深圳湾畔，是中国著名的缩微景区，以弘扬世界文化为宗旨，
是一个把世界奇观、历史遗迹、古今名胜、民间歌舞表演融为一体的人造主题公园。
线路：乘坐 43 路，经过 24 站，到达世界之窗地铁接驳站下车。
开放时间：09:00~22:30
日场门票：180 元    夜场门票和季节有关，请关注网上即时票价。

欢乐谷
      深圳欢乐谷是华侨城集团新一代大型主题乐园，是一座融参与性、观赏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的
中国现代主题乐园。
线路：乘坐 43 路，经过 24 站，到达世界之窗地铁接驳站下车。
开放时间： 09:30~22:30
门票：全票，200 元 / 人，夜场 60 元 / 人。免票，身高 1.2 米（含 1.2 米）以下的儿童免票； 1.2 米至 1.5
米（含 1.5 米）的儿童购半价票。 欢乐谷夜场票不设半价票，每天夜场 20：00-22：30 游玩。
■摄影：余扬帆



仙湖植物园
      深圳仙湖植物园位于深圳市东北郊，东倚深圳第一高峰梧桐山，西临深圳水库，共
保存植物 8000 多种，建有苏铁保存中心、木兰园、珍稀树木园等十几个植物专类园。
线路：乘地铁环中线到达怡景站，出站后步行约 210 米到达峰景台公交车站，乘坐 202
路至仙湖植物园站下车。
开放时间：平日收费时段为 08:00~18:00；平日免费开放时间为 04:00~08:00、
18:00~21:30 
门票：20 元 / 人

莲花山公园
      莲花山公园现已开发建设并向游人开放的面积为 60 公顷。邓小平总书记铜像矗立在
公园主峰的山顶广场中央，中心区美景尽收眼底。山顶广场已成为广大市民和中外游人
缅怀一代伟人风采、饱览中心区景色的最好去处。
线路：乘地铁环中线至深圳北站下车，然后转乘龙华线（福田口岸方向）至少年宫站下车，
B 出口出站，步行约 370 米即可到达莲花山公园。
开放时间：6:00~22：30             门票：免费

红树湾
      红树林海滨生态公园原址是深圳湾北部滩涂地，园内栽培植物有 240 多种，其中不
乏特有的红树类植物。园区绿草如茵，椰树林立，花草争艳，形成了以当地乡土树种为
主体的南亚热带植被风光。在红树湾，租车骑行、观赏日出日落、遥观海峡对岸的香港，
都十分惬意。
线路：乘地铁环中线至宝安中心站下车，换乘罗宝线至世界之窗站下车，再换乘蛇口线
至红树湾站下车。
门票：免费

提示
      部分景点可网上购票，价格可能会根据时间波动。部分景区凭学生证或高考准考证
可以半票，记得携带哦。■摄影：余扬帆



日用品采购

塘朗
      塘朗村是距离学校最近的可购物去，附近有爱购超市、杂货店、
大排档及路边摊小吃。但是超市较小里面东西不齐全，而且路边
摊的卫生情况不太好。
交通途径：可以乘公交 74 路，81 路，M369 至“美康百货”站下车。

西丽
      西丽是相对而言，距离学校较近、又东西多价格良心的区域。
有人人乐以及天虹两大购物超市，以人人乐物品最为丰富；还有
必胜客、麦当劳及诸多小餐馆。新生入学时，可结伴去一趟人人
乐采购些生活用品。
交通途径：
a. 乘地铁两站，至西丽站下车，可以到达距离天虹较近的位置。
b. 乘公交车 74 路，81 路，M369，至“西丽法庭”站下车，可
以到达距离人人乐较近的位置。

民治
      民治附近有大润发、小吃街，东西齐全，环境一般，水果较便宜。
不足是离学校较远一点，且搭乘地铁走路较远，买东西多的时候
会比较累。
交通途径：乘地铁至“民治站”下车。

网购
      目前学校的快递系统不能承受较多快递件而且三天之内不签
收即打回。建议新生不要提前太久购买。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学院大道 1088 号南方科技大学
书院某栋。■摄影：余扬帆



单品 Tips
      下面所介绍的，都是编者组集体认为最重要的几
件单品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份总结希望能够真正
帮助大家：

衣服：
      考虑到深圳温和的气候，春夏秋季节基本上 T 恤
＋外套的组合就足够了。冬季时，由于深圳湿度高，
在等温条件下，北方同学可能会感觉深圳的冬天更冷，
可以考虑适当带些较厚衣物。

被子：
      寝室的空调无法制热，因此冬天为了御寒，可以
考虑额外准备一层稍厚的被子。

伞：
      深圳的晴天很晒，雨天也很猛，而且阴晴不定。
因此建议准备一把晴雨伞与一把防风大伞。

防蚊物品：
      宿舍附近树木较多，蚊虫也比较多。来自北方的
同学一般会觉得这边的蚊子更毒。因此建议携带防蚊
物品，推荐无比滴 ( 可自行前往香港购买 )。

笔记本电脑：
      一台笔记本电脑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无论是编程、
做演示还是提交电子作业，它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建议可以有一台平板电脑，看课件会比较方便，而且
可以代替厚重的课本。■摄影：余扬帆



      “占而不坐”的现象不仅造成了学习资源的极大浪
费，更加破坏了原本健康文明的学习秩序，给其他同学
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另外，也有不少同学
把生活用品、零食等都搬入了自习室，造成了自习室环
境的脏乱。之前 11 级与 12 级学长学姐都会在开学一
月内向新生宣传【不占座】的传统，13 级宣传的时候
内容又得到丰富，【不占座 不插队 保持学校卫生】初
次形成。

      为了让更多人能合理利用校园资源，我们希望全校
学生都能自觉自愿的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权益，维护我校
优良传统，真正地热爱学校，保护学校。■摄影：刘思
涵

南科大传统
【不占座 不插队 保持学校卫生】



南科猫志

锅贴（于 2015.7.24 去世）
性别：母
过去常出没地段：行政楼
特征：黄白黑相间

芝麻（锅贴的第一胎孩子）
性别：公
常出没地段：行政楼
特征：是一只比较怕人的黑色狸花猫。
曾经和榴莲一起生下三只小猫，其中一只为小乖，另外两只均被认养。

榴莲（校猫）
性别：母
常出没地点：书院
特征：黄白相间，后背右方有呈块状的黄色皮毛，尖脸。
性格：不爱理人，是一只性格极其傲娇的猫。偶尔会很暴躁。
备注：已绝育。

小乖
性别：母
常出没地点：书院
特征：有着阴阳脸、绿眼睛、短尾巴的黑猫。
性格：非常安静，温柔，可爱，亲近人。
备注：尾巴是小时候被书院的门夹断的。有一个相貌相似的长尾巴姐妹，没有起名。
是榴莲和芝麻的孩子，生过一胎，一只夭折，两只被领养。
已绝育。

芒果
性别：母
常出没地点：书院
特征：黄白相间，尾巴末端蜷曲。
性格：活泼，亲近人，非常爱玩。
备注：是榴莲和未知大黄猫生的第二胎孩子，名义上是小乖的
妹妹。

南科大爱猫群 450661205
上左：芒果
上右：榴莲和第三胎小猫
下：小乖



STUDENT UNION
                        学生会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创立于 2012 年 10 月，经过四代成员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架

构和制度，各机构间权力划清，精简职能，力争为同学带去更好地服务。本章将介绍南

方科技大学学生会组织架构介绍，开学后学生会即将集中招新，请大家关注！
图：学代会常委合影 ■摄影：王文举

回到目录



了解我们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创立于 2012 年 10 月，经过四代成员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架构和制度，
各机构间权力划清，精简职能，力争为同学带去更好地服务。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简称“南科大
学生会”）由以下三个机构组成，分别是学生代表大会（学代会），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监察
院。学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设立常务委员会行使在学代会闭会期间的权力，审批执委会预算，监
督其正确行使权力；执委会是最高执行机构，设立主席办公会和部长，组织学生会日常工作和活动；
监察院是最高调查机构，设立学生代表、教师代表、社会代表各两名，独立于常委会，执委会开展
工作，调查学生会各部门违纪违法行为。
      学生会严格按照《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章程》开展工作，各机构“三权分立”保证了学生会的
高效，健康的运作。

      学代会的学生代表由每班按名额民主选举产生，是学生与学生会、学校各部门之间信息联络的纽带，责任重大。
学代会开会期间负责选举学代会常委会和监察院学生代表。
      执委会主席（学生会主席）由全体学生按公投的办法产生；副主席由学代会常委会负责选举；各部门部长采
用组阁制，由主席任命。

选举

组织架构

 ■摄影：李炳



执委会下设部门
秘书处
     负责稿件撰写、档案财物的管理、会议准备、各级活动的协调、例会的考勤以及其他
办公室日常工作。

活动部
     致力于打造极具特色的精品活动，丰富广大师生的校园生活，发展南科大独树一帜的
校园文化。

外联部
     担负着与各高校、企业、银行、教育机构等社会组织密切沟通，为学生会各种活动筹
集资金，提升南科大知名度的重要责任与使命。 

财务部
      负责学生会各部门日常预算、活动预算、账目管理、经费使用监督及经费报销等财务
工作，努力保证学生会财务运作规范顺畅，各部门各项工作资金充足，无后顾之忧。 

学术部
       目前主要负责举办辩论赛，科技节及部分学术讲座等各类学术活动，丰富校园生活，
加强校园学术氛围。

权益部
      以反映学生呼声为原则，维护学生权益为宗旨，从学生的切身利益出发，为同学们说
话、甘于为同学们服务，致力于创建和维系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维护学生权益。

宣传部
     不仅仅负责学生会各项活动的宣传造势与幕后记录，也是学生会的发声渠道和信息采
集渠道之一，在学生会总体形象打造上起着重要作用。现学生会大部分重要发声平台均由
宣传部管理。

 ■摄影：李炳



      缘分让一群青春飞扬，不安于传统的有志青年相聚在南海之滨，他们充满活力，他
们敢于付出，他们努力的架起学校与同学沟通的桥梁，他们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他们
想让南科大的学生会与众不同，脚踏实地，他们希望与你在这明媚的阳光下携手同行 !

邀请
学生会的

 ■摄影：李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