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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发 现 深 圳 题 目 及 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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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赖以生存的这座特区城市，一直以来都闻名于她的“新”与“现代”

牛起熊落的股市，吞进吐出的港口

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接驳全球的国际枢纽

港澳都市生活的后花园，大粤金融贸易的排头兵

……

开放三十多年，曾经吸引我们至此的种种理由依旧耀眼，并愈发闪亮

但我们仍然需要去探寻与发现

探寻这座城市另一种低调的厚重

发现这座城市另一种深沉的内涵

……

“朋友，当我们徜徉在南头古城的历史长河中，你是否会更加增添对深圳这座城市拥有灿烂的古代文而感

叹，那些认为‘深圳没有历史’的偏见与谬误自然也就烟消云散…”

——这是出现在南头古城博物馆结束寄语中的一段话。

的确，当我们慢下脚步真正用心去追问和理解深圳的过往，她便会随着历史画卷的展开逐渐丰富并凝重起

来。

2012 发现深圳，让我们用心去触碰深圳的历史……让我们一起寻“古深圳”吧。

第一发现点--赤湾左炮台

赤湾古炮台位于“临海山梁扼三面之险”的蛇口半岛顶端，分东、西两侧箝制赤湾港，雄视

伶仃洋面。已修复的左炮台挺立在海拨 170 米的鹰嘴山头，占地面积约 360 平方米。炮台城

基用大块花岗岩修砌，全高约 3 米多，北面是炮台城的入口，城内东西两厢，仍遗留两座房

屋残基，是当年守炮台士兵的居屋。南面的高台宽约 8 米多，是运用炮位的场地。

题目 1：与古左炮台大炮合影（集体照）。（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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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2：左炮台北面，是一尊林则徐全身铜像，塑于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的 1985 年。铜像

高 3.2 米，重 1.8 吨，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林则徐铜像。雕像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唐大禧创作，

大理石底座正面，是已故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林则徐纪念像”，背面镌刻着谢华先生

撰写的碑铭。请以林则徐雕塑为背景拍集体照。并发微博@磨房发现深圳。（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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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3：赤湾左炮台是深圳市第一批重点文物。

请找出“深圳市第一批重点文物”字样的保护牌并拍照。（2 分）

4

题目 4：以赤湾左炮台城门为背景拍集体照，集体照需出现“赤湾左炮台”竖排字眼。（2
分）

题目 5：赤湾左炮台入口拍集体照，集体照中需出现“左炮台”竖排字眼。（1 分）

6
题目 6：找出刻有林则徐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石刻，并拍集体照。

（2 分）

第二发现点--赤湾天后宫

也称天后博物馆，坐落在南山区赤湾村旁小南山下。其创建远溯宋代，其营造气势宏伟，明、

清两朝多次修葺，规模日隆。明万历初年，三宝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舟师远下

西洋，开创海上“丝绸之路”，赤湾天后宫为其重要一站。 以天后宫为中心的“赤湾胜概”

是明清时期“新安八景”中的第一景。

题目 7：请在天后宫牌坊前拍集体照。集体照中需出现“天后古庙”字眼。（1 分）

8
题目 8：赤湾天后宫正殿相传始建于宋代，自明至清多次修葺。近年按 “官式做法、闽

粤风格、海神特点”三原则重新修复。正殿面宽二十四米，高十六米，重檐高台，颇

具王者风范，是祭祀天后的重要场所，为赤湾天后宫最负盛名的殿宇。

请以天后宫正殿为背景拍集体照，集体照需同时出现圣水井、天后宫正殿、队员。并同

时发微博@磨房发现深圳。（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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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9：孝悌文化是中华思想道德体系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为核心的价值取

向，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尊崇孝道是中国人的性格特质。

行佣供母，二十四孝之一，说的是东汉时齐国临淄人江革，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的

故事。

请找出“行佣供母”故事刻画并拍集体照。（2 分）

题目 10：天后宫内现仍存有宋代浮雕纹样石刻，相传为宋代末年赤湾天妃庙原建筑构

件，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是研究宋代石刻工艺的重要的实据。

请找出天后宫现存的宋代石刻并拍照，照片中需有队员出现。（２分）

题目 11：赤湾天后宫前殿为天后宫重要建筑之一。此前殿面宽二十四米，高十余米。

殿前正面有龙柱四根，每根高四米二，全部采用我国传统石雕镂刻而成，双龙盘柱，

态势生动。台阶两旁设置海神天后的守护神兽圆雕石麒麟两尊，寓意着天后宫的神圣

与庄严。请以石雕龙柱为背景拍集体照，需包含出现“天后古庙”和 4 根石雕龙柱。（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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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12：天后宫日月池分为左右设置。日为阳，月为阴，象征阴阳和谐，冷热有序，

刚柔相济，生态平衡。喻天后圣母及其伟业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请以日月池为背景拍集体照。（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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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发现点--赤湾烟敦。

南山四景之一，又称小南山烽火台，深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南山区西南角的小

南山顶，海拔 280 米，从小南山半山腰有台阶可以到达。烟墩筑于明洪武 27 年（1394 年）。

是明朝东莞所城最重要的一个烽火台，嘉靖 30 年（1551 年），东莞所千户万里率军抗击番

夷，在此战死。现在看见的烟墩是后修的。

题目 13：与赤湾烟墩文物碑集体照，集体照须完整出现“赤湾烟墩”字眼。（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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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14：找出“两广门户”的字样并拍照，同时发微博并@磨房发现深圳。（3 分）

第四发现点--宋少帝陵

早期称宋少帝墓，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少帝赵昺的陵墓，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

商街道赤湾公园附近，是广东省境内唯一的一座皇帝陵寝。宋少帝陵是深圳市第一批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题目 15：请与陆秀夫负帝殉海像拍集体照。并发微博@磨房发现深圳。（2 分）

16

题目 16：与宋少帝一同海上南逃的同父异母兄长是-----?请拍照回答。（1 分）答案：赵昰

第五发现点--蛇口

题目 17：“海上世界”由著名的法国委纳译尔大西洋船厂建造，船高 9 层，长 168M， 宽

21M，排水量为 14000 吨。1973 年，中国购下此船，改名为“明华”轮。1983 年停泊到蛇

口海岸六湾，内部改造为酒店、娱乐等商业旅游项目，成为中国第一座海上旅游中心。1984
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视察蛇口时下榻“明华”轮，并为该轮题词——“海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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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海上世界”为背景拍集体照。（由于海上世界正施工，不必近拍）并发微博@磨房发

现深圳（2 分）

18

题目 18：海上世界周围现已被打造成异国风情的酒吧街，各国风格酒吧和食肆林立，同时

也吸引周围的外国人在那相聚，充满异国情调。是一个不错的风光休闲之地。

请以海上世界国际酒吧街为背景拍集体照，照片中须出现“海上世界国际酒吧街”字样招

牌。（1 分）

第六发现点--中山公园

是深圳市唯一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公园，也是深圳市历史最悠久的公园。中山公园已有

80 多年历史，始建于 1925 年，由当时宝安县县长、香港绅士胡钰先生为纪念孙中山而筹建，

当时面积仅有 13 万平方米。

题目 19：解放内伶仃纪念碑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头校场上。1980 年为纪念解放伶仃岛牺牲

的烈士和在宝安甲岸牺牲的征粮队烈士而建。

请以纪念碑做背景拍集体照，照片需出现“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解放内伶仃纪念碑”。字

眼。（2 分）

20
题目 20：南头古城的北城墙沿山形走势而筑，在古代军事防御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该

城墙高约 6 米，墙基宽约 10 米，红砂岩奠基砖石砌筑，中为夯土，今仍保留 600 余米的城

墙遗址，1997 年市文物部门曾组织考古发掘，发现了北门和统台，与史载完全吻合。

请以古城北城墙遗址做背景拍集体照，照片需出现“南头古城址北城墙”文物牌。（2 分）

第七发现点--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招商局”的名字常常被人误解为政府招商引资的部门，其实它是一家类似于“同仁堂”

的百年老字号企业。它最早的名称是“轮船招商公局”，是李鸿章在 1872 年创办的中国第一

家民族航运企业。这也是深圳第一个企业历史博物馆。

招商局历史博物馆是在招商局档案馆“史料陈列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档案馆于

1992 年 11 月 28 日开馆，最初坐落于南山脚下龟山别墅区，后搬迁至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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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21：请以招商局历史博物馆为背景拍集体照，集体照中须出现“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字眼、“锚”图案。（2 分）

22

题目 22：请与闯与创雕塑集体照。并发微博@磨房发现深圳。（2 分）

题目 23：招商局在何年何月何日正式开局，局址设在哪里？请拍照回答。（2 分）1873 年

0117 上海南永安街。

24

第八发现点--南山古村落

说起南山的古村落，南头半岛的旧村主要有三个——南山村、南园村和向南村。南山村

又称陈屋村，南园村又称吴屋村。其他的北头、大冲、丁头、一甲、湾厦都是夹杂在这 3
个村的小村。这三个旧村有三大姓——陈、吴、郑。其中姓郑的人最多。

陈郁故居（南山陈屋村）

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县客家人，人称“南山之子”、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

省委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新中国首任“能源部长”。陈郁故居为民国初年重建，是

砖木结构平瓦房，曾有部分改建，整体保存完好。1999 年南山区委区政府又拨款 40 万元，

对故居再次整修，并在院内竖立陈郁同志半身铜像一尊。1984 年 9 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将

陈郁故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题目 24：以陈郁故居为背景集体照，照片中须出现“陈郁同志故居”字眼。（2 分）

南园村

原名“吴屋村”，村民大多姓吴。宋末元初之际，吴氏家族就迁到南山脚下。到了明朝时，

村里修建了吴氏宗祠。这里的围墙、民居、当铺、宗祠、古树等，构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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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围村。

吴氏宗祠

吴氏宗祠古建筑群文物保护区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如今大部分建筑完好，

个别遭毁待修，吴氏宗祠面宽 13.8 米，进深 52 米，为三开间，三进深带牌坊的建筑结构，

约创建于元代，后历经重修，保护区以宗祠为中心，包括左右街道、广场、照壁、南园小学、

五角亭、镇国将军祠、民居等，保护区包括宗祠外缘向北 50 米，向南 38 米，向西 58 米。

题目 25：请以吴氏宗祠为背景拍集体照。集体照须看见“吴氏宗祠”、对联。（2 分）

26

题目 26：以宗祠仪门为背景拍集体照，集体照须出现“仪门”字眼。并发微博@磨房发现

深圳（1 分）

叶氏宗祠

墩头叶氏宗祠位于南头墩头村。宗祠为面宽三间三进的建筑结构，包括山门、中殿和后殿等，

面宽 12.2 米，进深 32.2 米。系自中原南迁开发南粤的典型宗族，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题目 27：请以叶氏宗祠为背景拍集体照，集体照需出现“叶氏宗祠”、对联。（1 分）

28

题目 28：请找出“代代荣昌”并拍照。同时发微博@磨房发现深圳。（2 分）

华光古庙

位于南山区仓前村，每年的农历九月二十八是华光帝的祭祀之日，村里会举办盛大的纪念活

动，千人同吃盘菜。华光大帝又称灵官马元帅、三眼灵光、华光天王、马天君等，乃道教护

法四圣之一。据传华光为南方火神，也是旧时粤剧团的保护神。他的来历有很多说法，这个

是最令人信服的。在华光庙里，他是主角。于是他的庙子里，总有天王宫、判官爷、千里眼

和顺风耳排列在侧。据传华光为南方火神，也是旧时粤剧团的保护神。

题目 29：请以华光古庙为背景拍集体照，集体照中须出现“华光古庙”字眼。（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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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一届宝安县委、宝安农民自卫军模范训练班旧址

位于涌下村升平里 15 号郑氏宗祠，建筑物为三开间、三进深、两廊、两天井的宗祠结构，

创建于明代，进深 32 米，面宽 11.2 米，座东向西，保留有石刻、木雕、壁画、灰塑等文物。

1925 年宝安县农民协会、1926 年第一届中共宝安县委于关口郑氏大宗祠成立，为提高农民

军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于此成立农民自卫军模范队，作为培训大本营，成为我市大革命时

期重要的旧址之一。

题目 30：请以该旧址为背景拍集体照，照片须出现“第一届宝安县宝安农民自卫军模范训

练班旧址”、“郑氏宗祠”字眼。并发微博@磨房发现深圳（2 分）

大涌大王古庙

创于明代，座北向南，为五开间两进深的建筑结构，面宽 15.3 米，进深 17.8 米，包括山门、

祀亭、左右厢房、左右廊、左右侧殷和大殷，主祀的是南海之神祝融，侧殿是祀天后和土地，

1996 年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已重修。

题目 31：以大王古庙为背景拍集体照，集体照须出现“大王古庙”字眼。（2 分）

32
题目 32：王允献貂蝉是三国演义的一个典故。请找出“王允献貂蝉”典故画并拍照。（2 分）

第九发现点--古戍古村

古戍古村位于宝安西乡，是以古戍码头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现在由于发展填海古戍码头已不

存在，但还有当时的古沙堤上的文昌阁、佑文姜公祠、周衮姜公祠、姜氏大宗祠、碉楼等。

姜氏大宗祠：较后期修建，装饰精美，规模较大。题目 33：找出“光阴似箭”字样并拍照。

并发微博@磨房发现深圳（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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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阁

是深圳仅存的古阁建筑，文昌原是斗魁六星的总称。《史记》天官书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

昌官”。后来斗魁逐渐演变为道教所奉的主宰功名、禄位之神。在清乾隆之前，文昌阁便已

建成，经多次重修，现存文昌阁建筑规制仍为三层，均有莲花斗拱、上有琉璃麒麟，周围有

花、草、树、木、人物等浮雕装饰、工艺水平很高。

题目 34：在文昌阁前拍摄集体照（2 分）

第十发现点--南头古城博物馆

南头古城博物馆展现了深圳 1677 年城市史，展出了 300 多件文物，叙述了从东晋咸和

六年（公元 331 年）起源的深圳城市史。陈列主要分两大部分：一为室内陈列，以南头古城

的历史变迁和人文历史为背景，全面展示深圳的城市发展史、抗击外敌侵略史。第二部分为

古遗址区、古城区、古建筑展示，大量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体现出昔日古城的繁荣和热闹

的景象。

题目 35：博物馆永远是后人触摸历史一种直接且相对低成本的方式，但，只是整天忙碌于

工作的我们无暇安下心来，走进这种沉静，直面这份厚重。

请在古城历史博物馆门前拍集体照，须同时出现“南头历史博物馆”“331 年”字样。（2分）

35

题目 36：“南头”不只是他今时今日的名字，上可追溯至魏晋南北，下可表证民国至解放，

当历史的沿革被清晰的列出，原来，南头古城在哪朝哪代都不曾缺席。

请在 “南头古城历史沿革”处拍照，并回答南头古城自建城至今的时间___618 年。（2分）

题目 37：自清政府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与英国先后签署了三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将原为新安县管辖的香港岛一步步隔离出去。

请找出中英签署的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并拍照。（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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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发现点--新安故城（南头古城）

新安故城是目前深圳最具规模的历史文物旅游景点，又称南头古城，具有 1730 余年的

悠久历史。据史载，明万历元年（1573 年）设新安县，该城系江海交通要冲，海防军事重

镇。自晋代以来，香港、澳门、珠海、中山、东莞等地长期隶属南头古城管辖。

新安故城南门

题目 38：新安故城南门，面向它放眼望去，虽然左右两侧均有民居建筑，但仍难掩其古朴

雄伟的岭南文化遗风。靠近他，狠狠吸一口从砖瓦墙缝中微散出的味道，是有几分腐霉，但

那是历史的厚重掺杂其中，造不得假。新安故城南门是迄今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城墙。南门底

宽 10 米，高 4米半，拱形城门上有一块长方形石块，上用小篆阴刻“宁南”二字。南门城

墙是岭南古文化的宝贵遗存，它经历并记录着深圳地区的历史变迁。

请在古城南门处拍集体照，须含“岭南重镇”四字。同时@磨房发现深圳。（2 分）

（2 分）

39

题目 39：新安故城位占地面积约 7 万平方米。1840 年鸦片事发，香港从新安县割去，新安

人民在抗击英军侵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明景点包括新安故城牌坊等。

请以新安故城牌坊为背景拍集体照。（2 分）

题目 40：新安烟馆，“卧雪香榻吐春风”，“含珠银灯通仙域”--好一首极尽诱引之能事的门

联，直观的诱惑与享乐在字里行间张牙舞爪，潜藏的衰败与伤害却在势不可挡的攻城略地。

请在新安烟馆正门拍张集体照，须含“新安烟馆”字样。（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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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题目 41：就是现在不远百里之外的码头，盐田也好、蛇口也罢，今日深圳经济增长的支柱

产业，也逃不脱是百年前先后两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通道与枢纽。吞进吐出的港口，百年前吞

吐出的是浩浩荡荡满载鸦片的贸易船只。。谁说深圳没有历史，这历史沉重得值得每个深圳

人诚惶诚恐……。

请找出展示有“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字样处进行拍照。（2 分）

题目 42：可曾想象毒害中华民族灵魂与心志的动作就在百年前于这里发生，由这里扩散。

樟木檀香，伴着缭绕的烟尘，享的是一时之乐，却险毁千秋基业。

请以“考究的鸦片烟馆”作为背景拍照。（1 分）

43

陶朱公钱庄

题目 43：陶朱公即春秋时期越国政治家范蠡。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弃官从商，展现出非

凡的经商才能。赚钱之后又仗义疏财，尽行善事，后人赋以“富而行其德”的美名。

请在“陶朱公钱庄”正门处拍集体照。并发微博@磨房发现深圳（2分）

育婴堂

题目 44：南头天主教育婴堂现基本保持原状。育婴堂有一大门和一小门，现小门已堵塞。

大门呈长方形，顶上两边有三条竖线花纹，两侧各一根圆柱。圆柱间有一拱门，其上有十字

标志。二层有过廊，西厢房是礼拜堂，可容百人左右。东厢房是教徒住宿及工作的地方。这

里是西方天主教最早在深圳传教的地点。

请以育婴堂做背景拍集体照，集体照中须出现“育婴堂”字眼。（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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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题目 45：南头古城的这座关帝庙位于南头古城南门外东侧，建于明万历四十年，1997 年重

修。关帝庙供奉的是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关羽被后人称为武圣关公。

请在关帝庙前拍集体照，照片中须包含“关帝庙”字样、对联。（1分）

题目 46：《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云长真义士也！”曹操的这句话的反映

了关羽的义气。

请找出“义”字并拍照。并发微博@磨房发现深圳（1分）。

47

东莞会馆

会馆是旧时代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旧时

各省市外乡人群逐渐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可在其中增进同乡情谊、亦可借

其促进商业往来，更是同好们娱乐放松，互通有无的场所。

题目 47：请于东莞会馆门前拍集体照，须出现“东莞会馆”字样。（2 分）

广州府新安县衙

县衙作为理国治民的基层机构，历来是我国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衙门是指旧时官吏办

事的地方。县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逐渐形成的地方政权组织。小小的县衙内外，诸多调侃、

诸多戏谈，也有对民众的诸多体恤、诸多教化。

题目 48：带着一些熟悉却稀疏的印象，走进新安县衙，去感觉，那一声拍案惊奇，就响在

几百年前我们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里…

请于广州县衙门前拍集体照。须包含“广州府新安县衙”字样。（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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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题目 49：请找出“浩然正气”匾额进行拍照。（1 分）

题目 50：请找出“明镜高悬”匾额进行拍照。（1 分）

51

题目 51：在行政和司法合一的封建政体中，县官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县内

事务无所不管，是谓真正的“父母官“

请找出七品县官有何职权的介绍进行拍照。（1 分）

题目 52：哼着“威…”“武…”，木着表情，一起走进这低沉厚重、阳光也难穿透的历史韵

味里。

请在“回避肃静”的陈列物品处进行拍照。（1 分）

53

题目 53：请找出新安县第一任知县的姓名并进行拍照回答。（2 分）

南山祠堂文化

祠堂是古时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 祠堂有多种用途。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

亦作办理婚、丧、寿、喜等事之用。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

堂作为会聚场所。

题目 54：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祠堂又是演绎和丰富家文化的重要

体现形式。宗祠、血脉、祭祀、供奉、传承与追悼，这些活动与概念日趋一日的丰富着旧时

祠堂文化的内涵。

请于“南山祠堂文化掠影“介绍前拍照，并回答深圳最早的祠堂建筑建于哪个朝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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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聚秀街

题目 55：古旧的牌坊几经翻修仍独守于此，牌坊以北是一整街的现代繁复，叫卖声、吆喝

声此起彼伏；牌坊以南是安静的楼间巷道，晾衣杆、洗手盆，素面朝天的妇女，日复一日的

人间生活。

请于聚秀街牌坊处集体集体照。并发微博@磨房发现深圳（2 分）

信国公文氏祠

信国公文天祥祠，是清嘉庆年间为纪念民族英雄文天祥修建的一座祠堂，至今保存仍

然完好。文天祥是令人敬佩的南宋民族英雄。自号文山，生于公元 1236，卒于公元 1283

年，汉族，吉州庐陵（今江西青原区）人。他以忠烈名传后世。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

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后从容赴义。

题目 56：和平年代，调风顺雨，我们失去太多机会去亲身体尝舍生取义究竟需要多大勇气，

多少毅力。请轻轻走进这里，用心去靠近，何为“勇敢”，何为“无畏 ”。

请于信国公文天祥祠正门拍集体照。并发微博@磨房发现深圳。（2 分）

57

题目 57：“正气长存”就是--不论是堆放在市民中心广场正中还是掩埋在喧闹街市的垃圾堆

放处，它都是真理，并且有沉甸甸的存在感……。

请找到“正气长存天地间”字样的石牌拍照。（1 分）

题目 58：请找出“乾坤正气”牌匾并拍照。（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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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59：请列出队伍到达各发现点的时间。（须跟所拍照片时间吻合）（2 分）。

发现点 时间 发现点 时间

赤湾左炮台 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赤湾天后宫 南头古村落

赤湾烟墩 古戍古村

宋少帝陵 南头古城博物馆

蛇 口 南头古城

中山公园

【活动说明】

1、本次活动不设置奖项，评分办法：完成发现点累计总分－超时扣分=该组最终得分，17：
01 开始， 计算超时扣分，每迟到 5 分钟从总分值中扣 3 分，不足 5 分钟按 5 分钟计算，分

值相等按用时多少定名次，用时少者排名在前。

2、交通工具限坐“深圳通”通用公交车、地铁以及其他公交车（投币，现金），不得乘坐私家

车、出租车、摩托车、自行车等，违反乘坐交通工具的，将不得参与“2012 发现深圳”成绩

排名。

3、未尽事宜，最后解释权归本次活动组委会。

【活动流程】

1、起点签到

请各组组长于活动当天（12 月 23 日）上午 8：30 至 9：30 到指定签到点签到。

签到地点：南头中山公园南门广场（南头中学旁）。

2、领取题目

签到后，各组长领取本届 2012 发现深圳题目，明确规则，然后尽快离开签到点，避免过多

停留造成拥堵。

3、发现之旅

每组根据题目自行决定行进路线并寻找给定目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徒步，到达目的地后，

请按照题目要求用数码相机拍摄留存，每个点至少有队伍集体照一张和纯景点一张，自选角

度，自由发挥，照片将作为后期制作或活动后期介绍用途。

4、终点签到

请各组组长于活动当天（12 月 23 日）下午 16：30 至 17：30 到指定签到点签到。

签到地点：南头中山公园南门广场（南头中学旁）。

备注：18：00 为活动义工关闭返回时间。如活动当天未能完成必做题目或其他原因需提前

退出，不计成绩，应及时与组委会联系，告之情况， 如超过 18：00 将不接受返回签到及

答案提交，视为放弃活动处理。

发现深圳组委所有行动都只与组长发生联系，组员要服从组长的安排。

应急电话：城市报警电话：110 交通报警电话：122 医疗求助电话：120 天气电话：12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