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底的上海袁骄阳如火袁知了在柳
条上兴奋地鸣叫袁似乎在呐喊助威遥 来自
全国各地的 1500多名高中生在上海奉贤
参加了第七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遥
我校学生陈嘉豪尧梁颖晖尧余子洁尧陈俊

炜尧刘子腾尧陈小霞尧曾滢滢尧伍苑琪尧许宇
杰尧梁琰琪尧陈雯静等 11名同学在全亮老师
带领下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比赛和学习遥

比赛一开始袁 我校同学气势如虹袁精
心打造的 叶天线宝宝曳 项目斩获特等奖袁
叶二次方曳项目荣获二等奖遥 随后袁11名同
学全部打散袁和其他参赛同学组成新的小
组袁就地开展微型项目的实践活动遥 有的
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袁有的参与公共政策改
进袁有的参与环保活动袁有的参与保护弱
势群体遥 四十度的高温袁吓不倒未来的社
会栋梁曰拥挤的上海地铁袁挡不住少年才

俊的坚定步伐曰炫目的高楼大厦袁迷不住
同学们服务社会的雄心壮志遥 陈雯静尧梁
琰琪等同学纷纷获得奖励遥尤其是伍苑琪
同学脱颖而出袁荣获 野2016年度中学生领
袖奖冶遥我校代表队荣获野名校社会责任担
当奖冶等奖项遥在闭幕式上袁侨中学子的文
艺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现袁给大赛添上喜庆
的色彩遥侨中学子在展示会上除了积极主
动参与展示和比赛以外袁还主动清捡会场
遗留的垃圾袁展示了侨中学子那份野公益
从身边做起袁从我做起冶的公益精神遥这种
坚持受到举办方领导的多次公开表扬遥
比赛之余袁同学们聆听了院士和企业家

的精彩演讲袁 领略了如火如荼的大上海风
貌袁和全国各地的优秀师生互相交流袁夜以
继日袁一起奋斗袁开阔了眼界袁收获了友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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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代表队荣获全国中学生
领导力展示会特等奖

Our School Team Won the Special Prize in the N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dership Convention.

绎6月 14日讯袁我校国际部高一学子黄浩洋尧黄宝莹尧佘彦熹尧谭子君尧于婧然荣获青
少年创新大赛金奖并取得去德国纽伦堡参赛资格袁这是国际部连续四次获此殊荣遥

绎6月 17日讯袁在中山市"第十七届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袁 我校学子荣获 4个一
等奖尧4个二等奖尧6个三等奖尧3个优秀奖遥

绎6月 21日至 28日袁 我校男子篮球队参加 2016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获得
第 5名袁实现历史性突破遥

绎6月 23日袁澳门蔡氏教育文化基金会访问团一行 30余人在罗永强理事长的带领
下莅校参观交流袁受到我校校长高毅等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绎7月 4日讯袁任懿娜尧梁洁尧张封三位老师分别荣获 2016年中山市第八届中小学
信息技术优秀论文评比一等奖和二等奖曰任懿娜尧赵唱玉两位老师荣获 2016年广东省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教学设计评选一等奖及二等奖曰赵唱玉尧胡永跃尧任懿娜尧张封
等老师分别荣获 2015年广东省计算机教育软件评审活动二等奖和三等奖遥

绎7月 5日讯袁在中山市 2016年高考物理优秀模拟试题评比活动中袁我校教师王亮
伟荣获一等奖袁刘楠楠荣获二等奖遥
绎7月 7日袁我校男子足球队喜获 2015-2016赛季中山市"体彩杯"校园足球联赛第二名遥
绎8月 6日讯袁我校罗程迈尧郑敏钘尧徐金妍尧梁伟乐尧林伟艺尧蔡宇成等六名学生荣获第

三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战伤救护二等奖"尧"识图用图三等奖"尧"无线电测向三等奖"尧"核生
化防护三等奖"尧"单兵战术三等奖"遥 梁伟乐尧罗程迈两位同学被评为"优秀营员"遥

绎8月 21日袁我校黎展鹏同学参加市第四届"中华小导游"选拔赛获得季军遥
绎9月 6日袁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联络宣传部副主任张彦尧市外事侨务局谭文辉副

局长尧江丽清科长在市教体局基教科黄建章副科长的陪同下莅临我校指导工作遥
绎9月 12上午袁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张立尧广东省妇儿工委秘书长尧省妇

联副巡视员王远芳以及中山市妇儿工委尧市妇联主席陈江梅等国家尧各省市领导尧专家
莅临我校指导性别平等教育工作遥

绎9月 20日袁由市教研室主任何晋中尧副主任段菁华和各科教研员组成的调研组一
行 10人袁莅临我校指导高三教学工作遥 我校校长高毅尧副校长杨树春热情接待了调研组
并与专家一起深入课堂袁探讨高三教育教学工作遥

领导力社团在展示会现场合影

7月 9日袁 在由市教体局举办的第六
届校际管乐比赛中袁我校管乐队荣获渊中
学组冤一等奖第一名遥

为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袁推动我市校
际管乐艺术的发展袁市教体局今年 6月发
出通知袁决定举办中山市第六届校际管乐
比赛袁全市各中小学渊含中职冤派出代表队
参加比赛遥我校管乐队在郭柏纲老师的指
导下袁利用课余时间袁认真排练袁经过一个
多月的准备袁在 7月 9日的比赛中袁将两
支合奏曲目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尧
The magic of Harry Pottor 演绎得淋漓尽
致袁技压全场袁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袁拔
得头筹袁获得中学组一等奖第一名袁再次

彰显了冶自强不息 敢争第一冶 的侨中人精
神浴 郭柏纲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遥

我校管乐团自成立以来袁在校董会艺
术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袁无论是在省市比
赛还是国际盛会上袁都有出色的表现遥 在
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上袁侨中管乐队
作为中山市参加管弦乐演出的唯一中学
代表队袁荣获开幕式管乐团队专场音乐会
银奖遥 2014尧2015连续两年荣获中国华南
地区管乐打击乐独奏重奏邀请赛一等奖遥
此次管乐队的获奖也是继 2014年中山市
第五届校际管乐比赛中荣获一等奖第一
名后,再次获此殊荣遥

我校管乐队荣获中山市
校际管乐比赛一等奖第一名

Our Orchestra Team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Music Contest in Zhongshan.

学校管乐队在比赛中

蔡冠钦副董事长渊右五冤尧高毅校长渊左五冤等领导尧嘉宾与获奖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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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校 2016 年高考重点本科录
取人数首次突破 800大关 达 810人
重点本科增长人数全市第一

Congratulations on Our School's Breakthrough in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s in 2016 with 810 Students Enrolled by Key Universities

9月 9日上午袁中山市政府副市长
贺振章袁在市教体局汤如烈副局长尧市
招生办肖业恒主任的陪同下袁 来到我
校初中部视察工作袁 并对我校全体教
师致以教师节问候遥 我校校长高毅袁副
校长郑玉良尧杨树春尧何嘉莹尧林子孚
等热情接待了贺市长一行遥

上午 9时许袁 贺市长一行抵达我
校初中部遥 在汤副局长尧高校长等领导
的陪同下袁 贺市长一行视察了初中部
新教学楼尧图书馆尧体育馆尧操场等场
所袁 并与我校领导和教师代表在苏华

赞图书馆六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遥 在
第 3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袁贺市长代表
市委市政府袁 对我校全体教师表示慰
问遥 高校长主持座谈会遥

会上袁 高校长首先对贺市长看望
我校教师以及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
我校的关心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遥
高校长向市领导尧 局领导简要汇报了
学校情况袁汇报突出两个重点院一尧初
中部重建工程基本完成袁 初中部全体
师生顺利回迁袁9月 1日顺利开学遥 历
经四年多的重建袁初中部焕然一新袁建

筑面积翻倍袁配套功能场室齐全袁华侨
文化特色鲜明遥二尧我校 2016年高考中
考再创历史新高遥 重点本科录取人数
首次突破 800大关袁达到 810人袁录取
率接近 50%袁本科以上录取 1557人袁录
取率首次突破 95%袁 均创历史新高袁考
生 100%上大学遥保持了野清华北大年年
有袁世界名校届届出冶的优良传统袁共
有 6位同学被清华大学尧 北京大学录
取袁人数排全市第二名遥 5位同学被世
界排名前 50名的大学录取袁18位同学
被世界排名前 100名的大学录取遥 我
校中考高分段人数进一步增加院 全市
前 100名有 5人袁500分以上高分学生
达 22人袁达到侨中分数线有 376人袁上
线率 46.9%袁比上一年提高了近四个百
分点遥 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袁获奖总
人数居全市公办学校第一遥 最后袁高校
长汇报了学校初中部校区大礼堂装
修尧 科学馆水电消防改造以及高中部
校区二期基建工程存在的困难袁 希望
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遥 何嘉莹副校
长向市领导重点汇报了初中部工作开
展情况遥 她表示袁有信心尧有决心克服
困难袁 保质保量完成初中部教育教学
工作遥 教师代表黄玉玲向市委市政府尧
市教体局领导表达了感谢和感恩之情
以及不辜负市尧 局领导厚望的信心和
决心遥

贺市长高度肯定了我校初中部重
建工作取得的进展袁 对我校初中部顺
利回迁表示祝贺遥 他说袁新建的侨中初
中部比想象的还要好曰 新校舍环境优
美袁气氛温馨遥对于我校在 2016年高考
和中考中取得的一系列新突破袁 贺市
长说袁侨中每年都能给市委尧市政府一
个惊喜曰在高考竞争非常激烈袁招生人
数没有增加尧 生源素质不算最好的情

况下袁侨中高考重点本科人数尧本科人
数不断增加袁 每一项统计数字都非常
突出袁可喜可贺曰学生进入侨中都会有
很好的进步和发展袁 充分体现了侨中
野低进中出袁中进高出袁高进优出冶的人
才培养的深加工能力曰 侨中为中山教
育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曰 我为侨中高
考尧中考取得优异成绩感到高兴袁作为
侨中联系人袁我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遥

贺市长对侨中充满希望院 侨中是
令我放心的袁我相信侨中会越办越好曰
侨中领导尧老师精神面貌非常好袁责任
心强尧信心足尧干劲高袁在高校长尧各位
校长和老师的努力工作下袁 一定会取
得更好的成绩袁侨中会不断地创新高尧
创历史袁侨中今后会越来越好袁会收获
更多更大的惊喜袁 为我市教育的发展
作出更多的贡献遥

针对我校当前基建工作遇到的困
难袁贺市长当即表示袁市委市政府将全
力支持侨中袁马上召开协调会袁协调各
部门袁开展前期工作袁用最快速度推进
初中部校区大礼堂内部装修袁 科学馆
水电及消防改造等工程曰 尽快做好高
中校区二期基建工程立项袁 尽早建好
高中校区综合楼尧图书馆尧体育馆等办
学场馆遥

贺市长对我校新环境尧新成绩尧教
师新面貌的充分肯定袁 是对全校教师
的极大鼓舞袁 必将进一步坚定全体侨
中人办全国一流尧 国际知名华侨中学
的信心和决心遥 相信袁在市委市政府的
亲切关怀和市教体局的正确领导下袁
全体侨中人一定不负众望袁凝心聚力袁
开拓进取袁 努力办好人民更加满意的
侨中曰侨中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浴

副市长贺振章教师节前夕莅临我校慰问教师
Deputy Mayor He Zhenzhang Greeted Our Teachers before Teachers' Day.

校长高毅渊左冤陪同副市长贺振章渊右二冤尧市教体局副局长汤如烈渊左二冤视
察初中部校园

7月 31日晚袁中山市华侨中学举
行 2016年蔡继有高考中考奖学金颁
奖大会暨 2017 届高三开学动员大
会袁 今年考上北京大学的梁羽琳尧阮
慧慧袁考上清华大学的郑炜熹尧宰英
祺尧萧霭静尧陈建成等 6位同学袁每人
当场获奖 8万元遥

据悉袁考上北大尧清华的侨中学
子袁每人除了获得 8万元的蔡继有高
考奖袁还将分别获得董事长蔡冠深和
副董事长苏继滔各 1万元奖励袁并将
在 12月举行的校庆大会上获颁遥 这
意味着袁今年考上清华尧北大的侨中
学子每人均获奖励 10万元遥

蔡继有中考奖学金奖励中考总
分全市前 100 名并考上侨中高中部
的学生袁其中全市前 5名的每人奖励
2万元袁 全市 6-100名的每人奖励 1
万元遥 今年袁该校共有 5位同学中考
总分排在全市前 100名袁 分别是院陈
祉安尧林超颖尧徐欣颖尧李竞超尧朱麒
铭袁他们每人获得奖励 1万元遥

野先父蔡继有先生爱国爱乡袁尊
重人才袁他的义举尧美德和精神一直
教育着尧感动着尧激励着我遥 冶市侨中
奖教基金会主席尧校董会副董事长蔡
冠钦表示袁 他为侨中高考继续保持
野清华北大年年有袁世界名校届届出冶

的优良传统感到非常的高兴和骄傲袁
他将继续支持侨中发展袁把蔡继有高
考中考奖学金发扬光大遥
市侨中校长高毅介绍袁今年该校高

考尧中考实现新的跨越遥 参加高考人数
1637人袁重点本科上线人数由 2015年
的 561人增加到 740人袁增长人数全市

第一袁 实现跨越式增长袁 上线率达
45.2%袁比去年增加 179人遥 本科以上上
线 1545人袁上线率首次突破 95%遥考生
100%上大学遥 郑炜熹尧宰英祺两位同学
进入全市理科总分前 10名袁前 10名人
数全市第二袁两位同学都进入了全省理
科前 80名袁 罗美玲同学以 149分夺得

全市英语单科状元遥侨生班参加考试 82
人袁 重点本科上线 81人袁 上线率达
98.8%曰本科以上上线率达 100%遥国际班
23位同学全部考上世界排名前 300名
的大学遥5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50名的
大学录取袁18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100
名的大学录取遥 渊转载自叶中山日报曳冤

我校举行蔡继有高考中考奖学金颁奖大会
2016 Choi Kai Yau Exam Scholarship Awards-giving Meeting Was Held in Our School

我校模联社团获得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会议大奖
8 月 5 日袁我校模联社团成员在

林焕星老师的带领下袁赴北京参加为
期四天的环球令德全国高中生模拟

联合国会议遥
会议期间袁我校四位代表分别奔

赴不同的委员会袁代表不同的身份参

加会议遥 大会共有五个会场袁其中陈
易安同学代表日本参加 GA1渊General
Assembly 联合国大会冤裁军和国际安
全委员会曰邓展鸿同学代表日本参加
UNDP渊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鄄
ment Program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冤曰
田瀚然尧刘仲钧同学分别代表枢机会
副团长尧波西米亚公爵参加德意志主
教会议遥

在紧张短暂的会议期间袁 穿插了
不少精彩的活动遥 令德沙龙的课程内
容丰富袁 让我校学子充分了解现阶段
的国际时事以及海峡两岸的实时关
系袁 并在沙龙上与来自台湾地区的代
表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袁受益匪浅曰在
令德舞会上袁大家身着晚礼服袁挽着各
自的舞伴入场袁风度翩翩袁舞姿曼妙袁
如真正的外交官一般落落大方曰 舞会
中更有许多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袁将

晚会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遥 舞会过后袁代
表们彼此之间恋恋不舍袁 互相合影留
恋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遥

经过多轮国家代表团和委员会
之间的激烈角逐袁令德会议最终于 8
月 10 日圆满闭幕袁 我校邓展鸿同学
荣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佳刻苦奖 ;
田瀚然同学荣获德意志主教会议神
圣文书写作奖遥

模拟联合国是为那些热爱世界袁
并对实时国际和历史有着独特而深
刻见解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
的舞台袁让每一个热爱世界尧关心世
界的人拥有能够展示自我的机会遥我
校四位模联社员在此次大会上踊跃
参与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代表们
积极交流袁充分展示出了侨中学子的
魅力与风采袁 同时也收获了来之不
易袁意义非凡的"模联"友谊遥模联代表队载誉归来

Students Model Community of Our School Won Two Prizes in the Sixth 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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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传递社会正能量袁 将侨中学子的爱心与知识传播
给偏远山区的孩子袁为他们营造一种笃学上进的学习氛围袁
7月 9日至 17日袁我校野造梦者冶支教队 30多位成员远赴浸
谭一中袁开展了 野以爱造梦袁侨志兴国冶暑假支教社会实践活
动遥

活动得到了华夏银行的大力支持袁7月 9日上午袁 我校
在接待 2室举行了活动启动仪式袁 华夏银行中山分行行长
高敬尧尧综合管理部总经理江文志以及我校副校长郑玉良尧
德育处主任徐璇等领导为支教师生送行遥 同学们满怀信心
与期待踏上了前往浸潭一中的征程遥

7月 9下午袁经过 4个多小时的车程袁支教队伍抵达了
活动目的地要要要浸潭一中袁受到了校方领导尧师生的热烈欢
迎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袁 支教队员们在浸谭一中开展了舞
蹈尧体育尧英语等课程的支教活动遥 小老师们以趣味的讲解
模式深深地吸引了当地学生袁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向学生
们传授了知识遥 课余时间袁两校学生们还进行了篮球尧排球尧

棋类比赛遥 一只只写满了祝福语的纸鹤袁代表了浸谭一中学
生对小老师们的喜爱遥

7月 16日下午袁 支教队在浸潭一中举行了结业典礼暨
活动展示遥 华夏银行中山分行行长高敬尧尧副行长崔宝军和
伍伟志及中山市联兴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谭耀贤尧 我校副
校长林子孚尧浸潭一中校长梁志慧等校领导尧两校师生参加
了结业典礼遥 文艺汇演中袁歌声袅袅袁舞姿惊艳袁诗音动人袁
会场上更有来自中山市联兴服装有限公司对浸潭学子衣物
以及文具的爱心捐赠遥

离别前夕袁 舍不得分离的小老师们在宿舍楼里进行对
唱袁野十年冶野小幸运冶野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冶......每个音符都响
彻小老师们的心田遥

野青春逐梦袁用爱护航冶袁为期 8天的支教活动袁侨中学
子在清远市浸潭一中筑造梦想袁奉献爱心袁不但增强了学子
们沟通能力袁也为山区孩子实现迈出大山袁追逐梦想提供了
有利帮助遥

8月 23至 27日袁我校开展高一年级尧初一年级军训
活动遥 两千三百余名 2016级高一尧初一年级新生用辛勤
汗水交上了中学生涯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遥

在为期五天的军训活动中袁同学们面对酷暑高温袁充
分发扬野流血流汗不流泪尧掉皮掉肉不掉队冶的军事作风袁
完成了包括齐步走尧正步走尧跑操等队列训练及消防疏散

演练尧宿舍内务整理袁锻炼了意志袁砥砺了品格袁懂得了团
结互助袁涌现出许多吃苦耐劳尧乐于助人尧克服困难尧坚韧
不拔的好人好事袁充分地展现了侨中人野自强不息袁敢争
第一冶的精神风貌遥

在 27日举行的总结表彰大会上袁学校领导还为表现
突出的班集体和军训优秀学员进行了表彰和颁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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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日袁 美丽蝶变后的我校初中部开学袁初
一新生和回迁师生近 3000人全部在原址上课遥

由于大部分建筑抗震级别不达标袁2012 年
起袁我校初中部被拆除重建袁师生借用远洋城学
校校舍上学遥 重建工程分两期实施袁一期教学楼
主要工程于 2014年 12月完工袁包括新建 3栋教
学楼尧蔡朝勋大礼堂重建和蔡继有教学楼加固三
个部分曰二期改建工程于 2015年 7月开工袁包括
图书馆尧体育馆尧生活区尧校园道路建设和绿化
等袁2015年 12月主体建筑全部封顶袁 开学前一
个月袁重建工程完工袁近 3000名师生 9月 1日起
在学校原址上课遥

重建后的初中部变化天翻地覆遥一是建筑面
积翻倍袁从原来的 3万平方米增加到 5.5万余平
方米袁生均占有建筑面积也几乎翻倍曰二是配套
的功能场室达到 50个袁 建有体育馆和一个 200
米跑道运动场袁还有篮球场尧健身房尧舞蹈室等曰
三是设备设施投入大袁校园信息化程度高袁建有
两个电子书包教室尧两个创客实验室尧一个比特
实验室遥

我校初中部重建工作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尧市
教体局尧住建局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遥 今年 8
月初袁初中部重建工程如期完工遥九曲河畔袁重现
野小侨冶流水浴

“ 小 侨 ”旧 貌 换 新 颜
要要要初中部重建完工袁3000 师生回归原址上课

Junior High School Has Foundamentally Changed.
要要要Reconstruc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Has Been Completed and 3,000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ve Been Back to the Original Site to Study.

大门

蔡朝勋堂 蔡继有楼 饭堂

广场

苏华赞图书馆

教学楼

体育馆

8月 26日尧31晚袁东明桥畔袁侨中校园袁欢歌笑语遥 一年一度
的迎新文艺晚会在我校高中部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遥副校长郑
玉良尧何嘉莹袁学校各处室行政领导尧年级主任尧班主任尧全体高一
年级尧初一年级新生欢聚一堂袁共同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遥

与往年主题不同袁今年正值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周年袁晚会
以野志当存高远 敢为天下先冶的中山精神为主题袁十几个节目包
括舞蹈尧歌唱尧茶艺展示尧话剧尧弦乐演奏等轮番上演遥校乐队以一
曲深情的弦乐合奏叶Run away destiny曳袁拉开了晚会序幕遥 民族舞
蹈叶茉莉花曳袁尽显柔美中国风遥叶一茶一世界曳茶艺展示袁令全体师

生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曰萨克斯合奏叶哈密瓜岛曳动感十
足袁活力无限袁引发全场师生欢呼曰歌曲叶祖国万岁曳饱含深情袁尽
显侨中学子对祖国的热爱与对美好明天的希冀遥教官们的摔擒表
演更是虎虎生风遥

随着叶校歌曳的唱响袁晚会在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落下了帷
幕遥 全体师生起立袁 随着伴奏一起高唱今晚最动听的歌曲袁2016
级新同学人生中崭新的一页就在今夜起笔袁办野全国一流袁世界知
名冶的华侨中学的宏伟蓝图就在今夜注入新的力量浴

志当存高远敢为天下先
要要要我校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周年暨 2016年迎新晚会

A Grand Party Was Held in Commemoration of 150th Anniversary of Dr. Sun Yat-sen and Greeting Freshmen.

我校开展新生军训活动
Military Training for 2016 Freshmen Was Carried Out.

“以爱造梦 侨志兴国”
要要要我校 野造梦者冶支教队开展 2016年暑假支教社会实践活动

野Make a Dream with Love , Prosper The Country with Ambition of Overseas Chinese冶
要要要野Dreammaker冶袁Our School's Support Education Team袁Launched a Summer Support Education Practice in This Summer Vacation.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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