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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南开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036605129

陈悦孜

选择上科大的原因

◆ 科研氛围浓厚

◆ 师资力量雄厚

◆ 同学优秀友爱

◆ 地理位置优越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喜欢游泳和跑步、粤语社教学部部长

在英国苏格兰呆过一年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不给自己人生设限。



SIST校园大使

学校师资力量优厚，硬件设置十分完善，专注

于小而精、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教学模式，给予

学生能够专注于科研、获得更多老师的指导、

打开更大视野的学研条件。

个人喜欢长跑、篮球、健身、游泳，完成

2019年“莘动上海”10公里精英挑战赛；

本科在校期间参加了 “守望”临终关怀志愿者

协会，组织参加了很多次活动，负责社团的外

联和公众号；参加了AI Club，担任活动策划。

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

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上海交通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466178965

张晟源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清华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973135767

李森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 浓厚的学术氛围

◆ 专业一流的教师队伍

◆ 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优渥的地理位置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擅长羽毛球

曾经是唐仲英爱心社的成员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Try your best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56964535

刘一琳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上科大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强大的硬件设施

和师资配置，年轻的海归教授一直保持着高质

量输出，美式教育和创新的培养模式让学生能

得到更快地成长。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喜欢运动，瑜伽，乒乓球等运动和狼人杀等推

理桌游，担任过导员助理和班主任助理，曾任

浪潮俱乐部负责人，曾是信息学院志愿服务部

门的部员，负责组织走访养老院，自闭儿童学

校等。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You have come to this world to be filled 

with light, and to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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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浙江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

QQ：64541239

陆以清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1.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便捷发达，充满机遇

2.教学资源丰富优质，依托张江，接轨国际

3.与我相性比较契合，创新科研，学风浓郁

1.任新媒体部干事，负责学校活动摄影和微博运营

2.任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参与流浪猫狗领养日工作

3.喜欢阅读写作，个人公众号“显克微支的猫”运营三年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157481238

李扬

在本科期间曾担任通信工程学院团委志愿者部门副

部长，负责通院各支部志愿活动的组织、参与、协

调、审核等。

生活中爱好摄影、绘画、健身和旅行

要过喜欢的生活，要简单，纯粹，充满热情

1.学校学术氛围强，老师的课题与前沿科技接轨，建

校时间短科学成果丰厚，教学资源和授课方式均由国

外一流大学引进。2.师资雄厚，老师年轻有活力，多

有留学经验，有国际化视野，不老套不教条，能充分

考虑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发展方向。3.学校地理位置优

越，地处人称中国硅谷的张江，不管是继续做科研还

是进入工业界，都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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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大连理工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015150045

黄秋霖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办学资源

--英文的教学模式

--开阔的眼界和大咖讲座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喜欢计算机，运动，读书

--班级团支部书记

--团委办公室助理，学习部副部长

加油！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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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山东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

QQ：1071355450

巩宸宇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硬件水平

浓厚的科研氛围、先进的培养和管理模式

地理优势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人比较喜欢篮球和相声

曾担任山东大学青岛校区网管会会长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若是一句话：低头拉车，抬头看路

若是几个词：思想、责任感、勤奋、乐观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华中科技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757623053

邵宝钰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

自信、谦逊、戒骄戒躁

擅长朗诵、写作，喜欢绘画、羽毛球

主持人队队员，主持过会议、比赛以及晚会等活动

新闻宣传中心新闻部记者

上科大是一所与国际接轨的新型学校，有强大
的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能够让有科研梦想的
学生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417887846

杜春琳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

上科大的理念新颖，是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
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拥有一流的师资力量和先进设备。

本人曾担任院青年志愿者协会阳光部部长，组织、参与
若干志愿活动，活跃于院足球队，身体素质良好，也是
业余无线电娱乐部的一员。

慎以虑始毅以图终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电子科技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292353757

何元庆

立志成才报国 裕民，全新的办学理念，雄厚

的师资力量，国际化的办学水平······每一点都

深深的吸引着我

羽毛球、桌游

学生宿舍自律管理委员会 会员

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会员

牵手成都志愿活动 志愿者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西北工业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974136306

赵瑞丰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年轻 活力 发展多样性 国际化水平高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特长：推理

社团经历：电竞社竞技部部长，英雄联盟项目

战队教练，分析师。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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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四川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535652624

蒋国豪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朝气蓬勃的大学，科研实

力雄厚，同时上科大高度与国际接轨，全英文

教学能很好的锻炼个人能力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喜欢乒乓，跑步

大二时担任学院创业就业促进部副部长

个性签名

I think; therefore,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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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大连理工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402962819

李子文

2019年7月份来参加上科大夏令营，被上科大的校

园环境和学术氛围深深地吸引，多方求证后，觉得

上科大确实很好，因此最终选择了来上科大读研。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本科期间曾参加学院的足球队，大二大三学年在学院的学

习部担任部长，自强社担任社长。

失败了也很可爱，成功了就超级帅。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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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山东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

QQ：806845100

邱晨阳

上海科技大学是梦想家与实干家的摇篮，这里

自由的科研氛围让我可以做热爱的研究。高水

平的导师和丰富的学术交流也吸引我选择这里。

喜欢篮球，大学四年多次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

服务活动。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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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电子科技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441108859

涂云波

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小规模、国际化的新兴学

校，办学理念与时俱进，为优秀学生提供了充

足的平台展现自己，所以我选择来到上科，希

望能够在研究生期间能够在专业方面继续深入

取得一定的成果。

本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慢跑、看动漫。大学期

间曾多次参与爱心义卖活动，大二时曾前往斯

里兰卡进行国际支教，并取得国际志愿者证书；

同时加入了学院立人班，曾前前往成都高新区

桂溪街道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挂职实践。

一个做错的英雄总比什么都不做的笨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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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武汉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014941627

张楚瑜

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上科大有很nice的导师，在

这里，大家都all in科研，这种环境我很看好。

其次就是上科大的基础设施很好。

我思故我在。

喜欢相声小品，担任过武汉大学相声小品协会会长，
组织协会表演活动。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华中科技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075712841

赵冠华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上科大办学理念先进，学术研究氛围浓厚，导师们的水平

非常高而且认真负责。各个实验室研究的课题新，紧跟国

际前沿，学生和导师之间的交流既直接又充分。相信在上

科大我会实现又一次飞跃。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特长：围棋

爱好：篮球、羽毛球等

社团：华科围棋社副社长

活动：第二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志愿者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态度决定高度，习惯造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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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合肥工业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675657704

胡洋畅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

上科大是一所高精尖的大学，这里有优秀的老师，优美的
环境。上科大还是一所十分注重对学生培养的学校，有着
许多丰富的教学资源。

擅长多种体育活动，性格外向。本科期间担任过班级
体育委员，参加过院级篮球比赛。是机械学院办公室
的一员。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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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河海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

QQ：373057726

王逸飞

上科大最吸引我的当然是他极具前瞻性的办学

理念，地处上海张江高科园的天生优势，以及

他开放、自由、独立的科研氛围。在这里，你

能深切感受到科研的魅力，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方向，在每位导师的精心指导下，走向科研的

道路。

曾经担任校区动漫影音部主要干员，以及为学

校日语社的成员之一。其次，担任过第十三届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裁判员，并且获得“优秀裁

判员”称号。大学期间。多次参加社会志愿者

活动。热爱健身，游泳以及各类运动，喜欢电

子音乐，漫画，以及各类3A大作（笑）。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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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514945674

赵富强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上科大给我感觉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不仅

仅是先进的实验设备，上科大的老师是真正学

术上的大牛。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本科期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和学院易班技术部

成员，多次参与学校的迎新活动。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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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070937094

邹治成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上科大有着最好的科研条件、最棒的师资力量

和最先进的培养模式，相信可以在这里充分发

挥自己所长、实现自身价值。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喜欢足球羽毛球等运动，常参与辩论、唱歌等

活动，擅长处理音频、公众号制作；

参加院足球队、辩论队、模拟联合国等诸多活

动；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Aspire to inspire until I expire.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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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Make IT Great！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除却美丽的校园和一流的硬件设施以外，最看重
的还是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及优秀的师资力量，年轻的
血液使得上科大朝气蓬勃，昂扬向上。

爱好特长：羽毛球，慢跑，唱歌
活动经历：大学四年担任文体委员，组织过多次联谊活动
社团经历：阿卡贝拉男高声部、配音社

方攀

本科院校：中南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

QQ：236228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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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582894417

王子元

国际化的科研环境

国际一流的教授导师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曾任班级学习委员

曾任校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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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上海科技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026203783

陈光耀

地理位置优越，教育资源丰富，

生活环境舒适，科研氛围浓厚。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喜欢聊天、打乒乓球、弹吉他、拍照、电子竞技。

参加过乒乓球社团活动、心协活动、电竞比赛等。

做最好的自己。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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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上海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282044257

蔚嘉欣

第一次在学校官网上了解到关于上科大的详细

信息时，我就被其庞大的教学资源和浓厚的科

研氛围所吸引。而在信息学院的暑期夏令营期

间亲身体验了一番上科大的校园生活后，就更

加坚定了我想要在这里读研的决心。

本科期间一直担任班级团支书一职；

大二进入实验室开始接触科研，学习语音处理；

大四开始在大朋VR算法岗实习。

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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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海南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595407638

高佳璠

科研境善，上海地善，居处甚好，

学生甚勤，师亦甚亲，来者不悔！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武术协会、电脑协会成员。喜欢游泳、跑步。

行动力能够造就一个人，

想得太多而做得太少，

只会离理想生活越来越远。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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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辽宁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2548343762

丁一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上科大作为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
究型、创新型大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优质的科研
条件和生活条件。在这里可以接受许多大牛老
师、知名学者的指导，了解和学习国际领先的
科学和技术，并能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

曾担任院学生会学习部干事、生活部副部长、班
级的学习委员。组织并参与过许多活动和竞赛。
喜欢打篮球、设计一些电子小制作。

没有方向的船，任何方向都是逆风。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哈尔滨工程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113703162

马瑶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师资好、前景好、地理位置优越。

年轻有活力、紧跟国际前沿。

个人特长/活动：

书法、主持

社团经历：

哈工程学生会礼仪队队长，志愿者

个性签名：

学习要加，骄傲要减，机会要乘，懒惰要除。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厦门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739678679

杨磊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朝气蓬勃的学府、浓厚的学术氛围、高水平的科研

队伍、顶尖的科研平台、来自各高校的优秀本科毕

业生

本科期间担任班级生活委员，参加水下机器人俱乐

部并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队参加竞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大连理工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学科与技术专业

QQ：466940603

王一开

这里有一流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丰厚的奖学金，丰富的出

国交流机会，顶尖的师资，欢迎加入上科大信息学院！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喜欢游泳篮球等体育活动，担任过高等代数课代表

保持自信，保持好奇心，在科研道路上不断探索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上海海洋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信息与技术专业

QQ：1580571744

蔡俊翔

上科大是一个新学校，有新时代新气象。希望凭借上科大

优秀的教学资源努力学习，为社会贡献一份力。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心理协会部长

台球社社员

特长：打台球

Action！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西北工业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3235047697

赵义虎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学术自由、思想包容、立足前沿、求是创新

喜欢打篮球，参加过国学社，对中国传统文化思

想有一定兴趣

Love costs,takes effort,work.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大连交通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2504180303

王友成

上科大具有一流的师资，先进的科研设备，

前沿的研究方向；希望在上科大与优秀的老师同

学们共同进步，提升自己的上限。

喜欢乒乓球、电影；院团委组织部副部长、

阳光爱心社成员，组织并参与了素质拓展、院

迎新活动及各种志愿者活动。

A man’s best friends are his ten fingers.



SIST校园大使

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合肥工业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486376346

徐梨花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硬件方面：实验室设施齐全、人均资源丰富。
文化氛围方面：校园朝气蓬勃，令人向往。

本科学习阶段，加入过学院的志愿者组织新
风社，有过几次去古城小学支教的经历。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武汉纺织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862358807

聂冉

强大的师资力量、创新的办学理念、充足的科研经费、

从世界一流大学直接引入的高质量课程都吸引着我。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本科期间曾加入志愿者协会，参加过义务卖报、修小型

电器等活动；也加入学院实验室做项目备战电子设计竞赛

放弃幻想，轻装前行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上海大学CES学院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497115962

钟后强

国际一流的Faculty实力、尽心尽力培养学生

催人向上的科研氛围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喜欢电影与阅读、美食爱好者

DOTA2天梯0分选手

热衷参加爱心志愿活动

不当咸鱼，自强不息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武汉理工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248509700

杨海亮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一流的软硬件设施，使人心无旁骛，专注科研；

优秀的导师队伍，可以给予专业的学术指导；

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爱好：跑步，游泳

社团工作经历：曾担任班级组织委员

曾担任学院分团委办公室部长

人生格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SIST校园大使

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郑州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755393015

陶文刚

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了上科大的宣讲听着

老师的介绍，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学进入自

己的眼帘，先进的办学理念，一流的师资力量

超高的师生比，随处可见的“大佬”导师·······，

这些信息深深吸引着自己

大一期间，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加入我们学

院的实验室培养自己动手实践的能力。在实验

室一待就是四年，期间参加了大疆的

Robomasters比赛，大三期间参加了电子设计

大赛。与此期间，担任我们班班长一职，在学

习与工作之间，尽量找到一个平衡点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SIST校园大使

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青岛理工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867256956

姓名：许屹昂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上科大的教学体制是探索新模式、新体制，与

传统的高校大相径庭。同时，在上科大能够享

受更多的学习资源、更好的学习环境，令我心

向往之。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2017—2019年担任电气实验室负责人

2018年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山东省一等奖

2019年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国家一等奖

2019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国家三等奖

2019年华教杯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优秀奖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越努力，越幸运。



SIST校园大使

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海南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451227164

张钧博

学术氛围浓厚，科研实力雄厚，导师大牛亲切，

与国际接轨密切，小而精的顶尖平台，给每一

位学子都提供了无限可能，只要我想，只要我

拼。

二胡，太极拳/班长兼团支书，作为海南大学

创新院学生干部参与负责海南省互联网+、挑

战杯、创青春、大创等比赛策划筹备，自身也

参加比赛取得包括省奖等奖项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SIST校园大使

个人照片（生活照）

本科院校：四川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285955195

汤鑫

上海科技大学有良好的学习氛围，优美的校园

环境，而且坐落在中国“硅谷”--上海张江，有

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书法，吉他/大学成立过乐队，担任过院学生

会学习部部长

我走的很慢，但我从来不会后退。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南京工业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010653199

孟满成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 教师优秀，对学生很棒

• 课题组研究前沿，科研实力强劲

• 有许多优秀的伙伴，共同进步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 曾担任过院科协软件部副部长

• 参加算法竞赛，获得acm北京站银牌

• 爱好广泛，足球，游泳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SIST校园大使

个

本科院校：电子科技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

QQ：1040522945

颜家子

浓厚的科研氛围、极佳的科研设备条件是我选

择上科的主要原因。老师的学术能力极强而且

对学生的指导耐心又严谨是我选择上科的直接

原因。

爱好唱歌与辩论；曾参加校园歌手大赛获得十

佳歌手称号；曾加入学院辩论队长期担任攻辩，

获得过校级辩论奖项。

keep your shirt on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长沙理工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307809823

孙紫涵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作为一所小规模研究型高校，上科大有很多优

势，比如一流的师资，极高的师生比，尤其是

信息学院的教学资源，优质的生源和高的就业

率地深深吸引着我。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喜欢爬山，打羽毛球，班级学习委员、宣传委

员，校学生会权益部委员，军事领航协会团支

书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爱拼才会赢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山东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QQ：876056938

严悦励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个性签名（中英文均可）

上科大的学术氛围浓厚，夏令营期间有机会和老师
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让我能充分了解感兴
趣的研究方向。

我喜欢轮滑、合唱，会演奏钢琴、长笛。曾担任轮
滑社社长教学弟学妹们平地花式轮滑。印象最深刻
的经历是在“山大创行”时参加的公益活动。

人类不是抱着“做不到” 这种念头而不断进步的。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华中科技大学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2571501528

张晔

选择上科大的理由：
1.全国顶尖的科研团队和设备

2.互动性强的师生关系

3.很多的交流机会，可以拓宽眼界、提升能力

4.课程含金量高，教育水平处于国内顶尖

5.科研资金充足，地理位置优越

个人特长/活动、社团经历：
1.平时喜欢篮球、绘画

2.担任班级组织委员，带领班级组织多次活动，班级

多次评为优良学风班，优秀特团等。

3.担任华科光电学院党务宣传部副部长，负责过党务

服务部装修、党员寝室门牌制作、公众号文章撰写编

辑等工作。

个性签名：

Today is a present.



SIST校园大使

本科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上科大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QQ：1961527630

黄璐

上科大是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创新

型大学；师资力量强大，有着丰富的资源，创新的学习氛围

和广泛的国际合作。

上科大有助于我们扎实掌握知识与技能，并对所学内容

进行转化和应用，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担任班级组宣委员；

热爱参加志愿活动；

喜爱美术，热爱运动。

愿于漫漫岁月间，浪迹宇内，周济天下，

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