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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潮行善”公益课师生与所服务的中学师生合影；
▼书院组织学生重走习总书记汕头视察之路；

知行书院位于汕头大学西区，于2016年8月投入使用，提供宿位820个，拥有导
师交流室、洗衣房、琴房、小型戏剧厅、健身房、自助餐饮区等多个功能区，是集学生
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教育生活园地。

知行书院以“知行合一 止于至善”为院训。自成立以来，知行书院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任务，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设了“知潮行善-学生文化交流营”、

“讲好潮汕乡村故事”两门公益课，围绕“四史教育”、“潮汕文化”开展系列培训教育
活动，致力于培养视野开阔、胸怀家国、知行合一的优秀社会主义接班人。

知行书院

▲书院公益课学生向中学生讲解侨批文化；

▲书院开展剪纸体验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
陈小燕老师亲自指导。

知
行
书
院

◀2010年，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汕头大学双聘
教授王梓坤院士及其夫人到访至诚书院；
▼2018年，至诚书院举办十周年庆典活动；

2008年7月，汕头大学借鉴境外优秀大学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经验，在内地高校
率先成立第一家本科四年全程住宿学院⸺至诚书院，开始学生培养模式改革工作。

书院以拉丁文的“Veritas”作为英文名称，中文名字则源自《中庸》“唯天下至诚，
为能尽其性”， 院训“诚敬谦和”。书院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育人理
念，并借此树立宿生对书院文化和精神的认同感，建设温馨的人文社区。13年来，围
绕汕头大学国际化和精细化特色人才培养目标，以团队、交叉学科、体能、心理和职
业生涯等五大类拓展课程为平台，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有志、有识、有恒、有为”
人才。

至诚书院

▲至诚书院参加广东省首批新时代高校党建
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党建工作验收汇报；

▲至诚书院与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举办
团委联建共建签约仪式。

至
诚
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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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源书院自2016年8月交付使用。书院共有9层建筑，提供宿位820个，拥有导师
交流室、会议室、琴房、自修室等用房，另有空中花园、自助餐饮区、洗衣房、木质空间
等多个生活休闲区域，以及瑜伽、健身、阅读、桌游、影视等功能区域，以营造一个让
学生能自然而然、随时随地融入其中的学习生活公共空间和人际交往空间。

思源书院“修德敬业，思源致远”为院训，引导宿舍修业必先修德，修德必先思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源，以提升宿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重点，通过开设《讲解艺术
与实践》、《戏曲鉴赏与研习》、《戏剧创作与表演实操》等第二课堂课程，让宿生在实
践中体味语言文字作为文化载体在表达交流、记忆历史、承载文化等方面的强大功
能，旨在将宿生培养为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浓厚人文素养又有科学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良好的审美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德业
双修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思源书院

◀书院举办诗歌交流会；
▼思源书院举办短剧《疫路同行》公演暨抗疫故事分享会；

▲书院开设《讲解艺术与实践》课程；

▲书院开设《戏曲鉴赏与研习》课程。

思
源
书
院

弘毅书院成立于2016年8月，“弘毅”取自 《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远”。书院始终围绕教育、管理、服务三条主线，秉承汕大优良的办学传统，以“博
学笃志，厚德载物”为院训，以“立大志、修大德、练大功、成大器”为育人理念，以培养
具有“坚定信念、法治意识、勇毅品格、强健体魄、志愿精神”的新时代人才为目标，以
丰富多彩的“社区教育活动”为载体，通过打造“红色引航“、”弘毅讲堂“等特色鲜明
的文化活动，满足了学生多元文化的兴趣和需要，形成了“团结、乐观、生动、活泼”的
书院文化氛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书院将继续以“红色教育”为引领，把“毅仔”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国家
栋梁之材。

弘毅书院

▲育人成效显著—
弘毅书院学子在校运会取得优异成绩；

▲2020年：弘毅书院党总支编制
《党支部工作制度汇编》

◀汕头大学执行校长王泉院士做客“弘毅大讲堂”开讲《探索科学的奥秘》；
▼弘毅书院党总支举办”百年华诞，党在心中“党史知识竞赛； 弘

毅
书
院

▼弘毅书院与汕头鮀浦中心学校
举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共建基地
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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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often asked me why Shantou University is named as Shantou 

University. I often thought why not. Some commented that the name is 

provincial, well, should form matter more than substance? In this day and age, 

through technological means, the osmosis effect of knowledge is only too 

evident. The hurdle is not geographical but more in the hearts of men, with our 

tendency to compartmentalize incessantly and dwell only in our difference and 

discontent. Globalization divides as much as it unites, this tension, the 

proximity to difference post to us all a formidable challenge. We will need 

wisdom to face issues of economic inequality,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the 

breakdown of human dignity and in our pursuit of peace. 

A life of wisdom is a life of reason, blind ignorance is our only true enemy. 

That is why education is so important. It is not merely a degree or a certificate 

to a better life, it should provide us with the tools to navigate our life, it should 

be a journey of discovery and self-discovery, your professional and linguistic 

skills, your creative and critical mind, all intertwined to help you to achieve and 

to serve with passion and a balanced mind.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educ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tradition and progression, of dignity and wisdom and our 

tools to reshape destiny. This is what education promises.

What Does Education Promise

Li Ka-shing
Chairman, Li Ka Shing Foundation / 
Founder and Benefactor, Shantou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