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华侨文化演讲比赛

我校学子在校园第二届国际文化节上的精彩表演

校园文化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陈茂辉渊左二冤为我校副董事长钟明昆(右二冤颁发荣誉市民证书

吴嘉西同学凭着出色的演讲水平荣获优秀演讲奖遥
2010年 8月袁 我校 12位同学参加了由北京蔚蓝国际教育机构主办的中国国际

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遥 叶瀚璋同学获荣誉提名奖袁并获得训练营杰出学员奖袁学校
获得最佳组织奖遥
学校管乐队袁 参加过中山市多个镇区巡回演出曰 每年参加中山市慈善万人行表

演曰代表市教育局参加过两次省中小学艺术展演曰代表中山市参加了省教育强市汇报
演出遥 2010年 11月袁作为市唯一中学生代表队参加第十六届亚运会开幕式演出袁并
获管乐团队专场音乐会银奖遥

2011年 3月袁在野武德杯冶第九届香港国际武术节比赛中袁樊栩楠同学战胜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袁获得个人赛第一名遥姻 文化活动异彩纷呈 Colorful Cultural Activities

2009年 12月袁建校 55周年暨复校 30周年校庆之际袁著名科学家尧诺贝尔奖得
主华人第一人杨振宁教授莅校参加庆典活动袁并以野我的读书教育生涯冶为题袁作了精
彩的演讲袁为侨中尧为中山带来了一场高品味的文化大餐遥 2010年袁杨振宁教授给高
一张成林和彭源同学寄来书籍叶杨振宁传曳袁激励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信念袁成为对
社会有用的人才遥
我国著名漫画艺术家尧首届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尧学校文化艺术顾问尧93岁

高龄的方成大师四次莅校指导袁讲述艺术人生袁传授艺术方法遥2010年考入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的肖瑶同学就曾聆听过方老的教导遥

姻 华侨文化畅响校园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Featuring the School
学校拟定了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校训袁谱写了野向全国一流的华侨中学进

军冶的校歌袁确立了野爱国爱乡尧崇德行善尧刚健进取尧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冶的育人目
标袁深入开展野以和谐发展为方向袁以学生自主为原则袁以华侨文化为核心冶的学校文
化建设袁提升了学校品味袁彰显了侨校特色遥

2009年袁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广东省教育厅为学校颁发了野中华文化传承基地冶牌
匾遥学校顺应时势袁编辑出版了叶校史特刊曳和叶香山华侨文化读本曳袁加强侨史尧侨校尧
侨友研究袁每学期举办华侨文化主题活动袁让广大学生知乡情袁知侨情袁知校史袁感受
海外赤子炽热的爱国之心袁感受旅外乡亲浓浓的桑梓之情遥

中山市华侨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一瞥

3月 25日袁中山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召开袁决定授予我校校
董会副董事长钟明昆先生 野中山市荣誉市民冶称号袁授牌仪式在 3月 28日的 2011
年中山招商经贸洽谈会暨中欧企业经贸合作交流会上举行遥

钟明昆先生是中山宜安制衣厂有限公司尧中山宜富制衣有限公司尧中山津田制
衣有限公司及中山奥纳斯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袁 我校董事会副董事长兼维修绿化
基金会主席遥
钟明昆先生积极支持中山经济建设袁1994年至 2009年期间在中山市投资 11423

万港元袁 先后创办了中山宜安制衣厂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袁 每年为中山提供高达
4000多个就业机会袁2004年至 2009年共向中山市纳税达 2422万人民币袁 并连续 4
年获得三乡镇纳税大户贡献奖袁有力促进了中山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遥
钟明昆先生是成功的企业家袁更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家袁他虽然不是中

山人袁但却倾情于中山的教育事业遥 1995年至今袁他捐资港币 60余万元,成立了侨
中维修绿化基金会曰捐资人民币 300万尧港币 200万兴建侨中野开明图书馆冶曰先后
捐资共计约 660万元人民币袁 支持我校和中山市张溪郑二小学及中山市三乡镇新
圩小学各项建设袁为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袁提高教学质量倾注了大量心血遥
钟明昆先生支持中山经济建设袁热心中山教育事业的善举袁深受中山人民的敬

重和赞誉袁此次荣获野中山市荣誉市民冶是实至名归袁充分彰显了我校校董会校董们
野爱国爱乡 崇德行善冶的桑梓情怀遥

校董会副董事长钟明昆获评中山市荣誉市民
Mr.Zhong Ming-kun,vice-president of our school board winning

the title of Honorary Citizen of Zhongshan City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陈茂辉颁发荣誉证书
Mr.Cheng Mao -hui, Deputy -Secretary of Zhongshan Committee of CPC, Mayor of

Zhongshan City,awarded the Honorary Certificate for Mr.ZhongMingkun

音 3月 18日袁4月 13日尧14日和 15日袁 林加良校长分别走进省名校长林加
良工作室学员学校深圳坪山中学尧茂名电白中学尧阳春二中和阳东广雅中学野号脉
诊断冶袁为各校的发展出谋划策遥
音3月 18日袁 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学语文教师交流团一行 22人来到我校高中

部参观访学曰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一行来我校初中部进行教学交流活动遥
音3月 23日袁我校参加了香港中山侨商会纪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暨建会 100

周年庆典活动遥
音3月 27日袁我校女生论坛暨野十佳女生冶颁奖大会在高中部蔡冠深大礼堂及

报告厅隆重举行遥
音3月 29日袁 广东省第三十二期中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班成员一行 70多人

来到我校参观交流遥
音4月 12日袁 南海区教育局领导及心理骨干教师一行 25人来到我校初中部

心理辅导中心参观交流遥
音4月 19日袁市教育局隆重召开中山市名校长工作室启动仪式遥 林加良校长

继获首批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之后袁又成为中山市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遥
音4月 22日袁我校詹一鸣等 8位学生代表参加了中山市学生联合会第四次代

表大会遥
音4月 22日袁澳门新华学校一行在杜均太校长的带领下来校参观交流遥
音4月 26日袁德育处邀请中山市教育局教研室梁剑玲老师主持题为野班级辅

导活动课的理念尧设计尧操作冶的班主任培训活动遥
音4月 28日袁香港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师生一行在校长梁学圃率领下来校交

流体育文化遥
音4月 30日袁我校在高中部文化广场隆重举行主题为野走进侨中 迈向世界冶

的第二届国际文化节活动遥
音5月 8日袁我校红十字会参加市红十字会组织的野纪念 5.8世界红十字日暨

2011年会员会操表演冶比赛袁荣获一等奖袁学校荣获组织建设奖遥
音5月 10日袁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率相关领导莅临我校袁亲切慰问战斗在高

考第一线的高三全体教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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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校校董会副董事长、维修绿化基金会
主席钟明昆先生荣获 "中山市荣誉市民 "称号！

Congratulations on Mr.Zhong Ming-kun,vice-president
of our school board , Chairman of maintance and sprigging
operation fund winning the title of Honorary Citizen of
Zhongshan City

2月 14日下午袁中山市市委书记薛晓峰一行拜会了全国政协委员尧香港中华总
商会会长尧香港新华集团主席尧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遥
薛晓峰书记称赞了蔡氏家族爱国爱乡的精神袁希望蔡冠深博士发挥自身优势袁

支持家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遥 蔡冠深博士表示袁自己乐意多为家乡
做事遥 蔡冠深博士出钱尧出力尧出心尧出时间袁倾情家乡教育袁鼎力支持侨中发
展袁捐资成立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袁拓宽对外交流渠道袁重奖考入国内外著
名大学的优秀学子遥爱国爱乡尧回馈桑梓尧重教兴学的情怀令人钦佩遥图为市委
书记薛晓峰拜会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遥

姻 对外交流彰显特色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Exchange
学校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袁采取野引进来袁走出去冶的办法袁广泛结盟海内

外名校袁拓展国际交流新路遥
先后与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尧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尧澳门濠江中学尧新华学校

等一批知名学校达成了合作交流意向曰与百年侨校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尧新加坡
莱佛士书院尧新加坡华侨中学尧新加坡莱佛士女子中学尧英国阿奎那斯学院缔结了友
好合作关系遥 两次圆满完成了与韩国京畿道的交流互访活动袁成功出访了日本遥
丰富多彩的互动交流袁为校园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袁拓展了师生的视野袁加

快了办学国际化尧现代化尧多样化的发展进程遥

姻 学生社团成绩斐然 Brilliant Student爷s Organizations
学校成立了 30多种学生社团袁 为学生展示各方面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袁也

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遥
学校红十字会袁1997年代表中国红十字会赴香港参加接受香港红十字会回归祖

国仪式曰每年参加市慈善万人行表演曰2010年 9月袁学校荣获野广东省红十字模范校冶
称号袁成为全省仅有的十个红十字模范校之一遥
侨苑文学社袁是侨中文学爱好者的创作天地袁社刊叶侨苑曳已出版 45期袁连年获得市

教育局校园文化优秀期刊一等奖曰社员的作品已有近 400篇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遥
2010年 7月袁 学生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与创新力大

赛袁学校被评为领导力竞赛优秀学校袁李黎尧吴嘉西同学所在小组获得优胜小组奖袁

2010年 4月袁学校首度举行了以野绽放青春美丽袁尽显优雅关爱冶为主题的女生节
活动遥2011年 3月袁学校开展了以野智慧启迪人生袁心灵演绎美丽冶为主题的女生论坛暨
野十佳女生冶颁奖大会遥 系列活动充分展示了我校女生关爱尧坚韧尧优雅的风采袁进一步
彰显了女生教育的品牌特色遥

2010年 5月和 2011年 5月袁学校成功举办了两届国际文化节遥 环保时装秀尧快
乐义卖场尧野缤纷乐园冶摊位游戏等活动袁尽显了侨中学子的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遥
每年一度的初一尧高一军政训练尧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尧十佳女生评选尧校园之星风

采大赛尧美术模块作品展示尧迎新文艺演出尧班级文化建设评比尧弘扬华侨文化演讲尧
诗歌朗诵尧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袁多姿多彩袁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遥
学校社团涵盖了美术尧音乐尧舞蹈尧文学尧戏剧尧武术尧棋艺以及学科兴趣等方方面

面遥 在侨中袁只要你有爱好或者你想学习某一方面的技能袁总会找到自己活动的舞
台袁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遥

省名校长尧我校校长林加良在英国阿奎那斯学院用英语发表精彩演说

校管乐队在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专场音乐会上演出

以野智慧启迪人生袁心灵演绎美丽冶为主题的女生论坛现场

A Glimpse of Campus Culture
Mr.Xue Xiao -feng, Secretary of Zhongshan Committee of CPC, Paid an

Official Call on Dr.Jonathan Choi, President of Our School Board .

特色的校园文化袁提升了学校的办学水平袁展望未来袁侨中人将继续开拓创新袁勇
往直前袁向着野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华侨中学冶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袁把侨中推向世
界袁培养世界侨中人遥

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本版责任编辑院杨敏琪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zsqz.com/qzb
http://www.fineprint.com.cn


姻本版责任编辑院戴徳超第 4版 2011年 5月 19日 星期四 姻本版责任编辑院戴徳超

清华北大年年有 世界名校届届出

陈伯君院2004 年以优异成绩考
入北京大学袁 现于北大攻读计算流
体力学方向的博士学位遥

侨中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袁
走入大学袁 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这些影响遥 侨中对学生生活的管理
是非常严格的袁 这种严格让我逐渐
学会自立袁走进北大宿舍时袁发现除
了我之外宿舍其他的同学都是父母
送来的遥 北大的办学方针是野思想自
由袁兼容并包冶袁这一点和侨中的办
学理念是非常契合的遥 在侨中袁老师
不但让学生知其然袁还知其所以然遥

冯龙胤院2008 年勇夺市理科总
分第三名袁考入香港中文大学遥
侨中 6年袁校园里的小树长成大

树袁我和同学们从幼稚走向成熟袁当
中倾注了恩师们多少的心血袁 是你
们教我们知识袁教我们做人袁成就了
学子们拼搏尧奋斗的苦与乐遥 侨中 6
年袁 校园记载了我和同学们成长的
苦乐年华袁 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宝贵
回忆遥 感恩老师们的谆谆教导袁感谢
母校留给我们美好的回忆遥

何汉清院200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
华大学汽车工程系袁现于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新能源技术中心担任优化工
程师遥
六年的侨中生涯袁 使我从默默无闻

的毛头小子成长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大
学生袁最终步入社会遥能与侨中结下这种
缘分我感到很荣幸遥在这里袁感谢侨中给
我提供了很好的大环境袁感谢我的老师
们袁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遥在此我衷
心的祝愿母校在今后的发展能更上一
层楼袁为祖国输送更多栋梁之才浴

黄校艺院200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
北京大学遥
我从来没有后悔选择了侨中遥 中

考报志愿时我也毫不犹豫把母校作
为第一志愿浴 因为我充满了感恩袁也
知道这是培养人才的好地方浴 老师对
学生关爱无微不至袁 教学呕心沥血浴
校园环境优美袁配套设施完善袁让人
能安心舒适地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
中浴 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指引着同
学们成长成才袁勇往直前噎噎感谢母
校袁您让我收获的实在太多太多浴

黄也尘院2008年以优异成绩考
入香港中文大学通讯工程系遥
我在侨中学习了 6年遥 在母校

宽松的环境下我日渐成熟袁学着如
何处世如何做人袁学会了思考自己
想要什么自己想做什么遥 进校时是
青涩的豆蔻含苞袁离开时已是丰神
绰约曰 促成并见证这个过程的袁是
母校遥 在校 6年袁混合着甜酸喜忧袁
伴着成长的笑和泪袁 这沉甸甸的 6
年是珍藏在我心中的无价之宝遥

元东俊院韩国国籍袁2007 年以
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遥
上了大学后袁 最让人惦记的袁

是在侨中高中的时候袁我时常回忆
自己的高中时代遥与同学们和谐相
处的宿舍生活袁 亲切和蔼的老师袁
校园的一草一木袁都给我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遥 在即将踏入社会的今
天袁侨中如此让我怀恋遥感谢侨中尧
感谢恩师浴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袁祝
愿中韩两国世代友好遥

叶 繁 :圆园园源 年以优异成绩考
入中山大学理工学院袁现于美国波士
顿学院攻读物理学博士遥
侨中是一个改变我一生的地方遥

从初一到高三的 6年中袁侨中用她独
特的魅力影响着我袁教会了我什么是
独立的人格袁教会了我如何去选择自
己的人生遥 侨中当年独立的人格袁某
种意义上塑造了我的人生观遥希望侨
中一直保持着这种可贵的独立袁也希
望学弟学妹们能在侨中找到自己的
人生目标遥

邱文辉: 2007 年以优异成绩
考入清华大学遥
在侨中袁我积累知识袁奠定基

础袁培养习惯袁训练意志遥 老师的
谆谆教诲仍一直谨记在心中曰老
师教授的学习方法让我一直受益
匪浅遥 我衷心感谢母校的悉心栽
培袁感谢母校老师的辛勤教导遥 自
强不息既是侨中母校的校训袁也
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袁 希望学弟学
妹们能谨记校训袁 为母校再次腾
飞贡献力量遥

叶倩儿院 2008年以文科总分第一
名和语文单科第一名勇夺中山市的双
料状元袁现就读于北京大学遥
我深深地感谢母校的辛勤培养

和关怀袁 是母校为我们在人生成长
的关键时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袁是
母校孕育了我们的精神尧品格尧能力
和学识袁 让我们在未来的人生中勇
敢前行遥 再次回首袁我想说院一日为
师袁终生不忘曰一朝同窗袁一世朋友遥
感谢母校的栽培袁愿您根深叶茂浴

自 2002年李健勇夺高考中山市理科总分状元，考入清华大学以来，侨中高考“清华北大年年有，世界名校届届出”。本版刊登部分考入清华、北大及其他世界名校的优秀学
子的近况和感言，以飨读者。

Since 2002, Li Jian, as the champion of the students of sicence in Zhongshan City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the year, was admitted to Qinghua
University, the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has achieved its goal that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students from our school are admitted to
not only Qinghua University or Beijing University but also world famous universities every year. In this section, you will read the brief introductions of the excellent students
who have entered Q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University or other world famous universities and their thanks and best wishes to our school.

李健院2002年高考市总分状元袁考
入清华大学袁 连续三年获班级第一遥
2005 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提供高
额奖学金袁邀请其攻读经济学博士遥
在侨中度过的 6年是我所经历过

的最自由尧最快乐的 6年袁已成为我记
忆中最珍贵的片段遥回首这 6年袁侨中
教会了我一个信念院 大胆地选择自己
真正喜欢的目标袁 勇敢地坚持自己的
梦想袁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之遥
在侨中的 6年中袁 我大胆地选择了清
华园作为我的目标袁 并通过 6年的努
力实现了这个梦想遥

胡昉昊院2004年考入武汉大学袁现于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袁是
该校在国际著名叶Science曳杂志上发表论
文第一人遥
我在侨中度过 6年袁是母校的老师和

良好的教育氛围培养了我袁 为我的大学
生活和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在洪梅渊Mei
Hong冤导师的指导下袁我以物理手段研
究流感病毒袁取得进展袁成果被叶Science曳
杂志采发遥 叶Science曳杂志在世界学术界
享有盛誉袁 发表的论文涉及科学学科中
最重要的尧最激动人心的研究进展遥

刘 颖院2007年考入中山大学袁 现已被
香港中文大学录取袁获哲学硕士博士连读遥
侨中 6年是一段无法抹去的青春记忆袁

忘不了老师们细致入微的关爱与情深意重
的谆谆教诲曰岁月如梭袁却冲不淡这份永远
的牵挂袁感谢母校的精心培育遥
我发起了野优秀学生助学金冶袁希望帮助

到更多带着梦想的优秀学子袁希望他们日后
能野同样地精彩冶曰每个过程袁踏踏实实地走
好袁尽力并无悔地创造着每一天曰积累袁生活
便野满载而归冶噎噎

邓 颖院2010 年勇夺市理科总分
第四名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遥

踏进大学殿堂的我袁回想起在侨
中的点点滴滴袁 心灵的时间在逆转袁
每一个欢笑袁每一滴泪水袁每一段故
事袁每一次经历袁每一声感动袁都让我
难以忘怀遥 韶光牵走了老师的丽影袁
却牵不走他们对我们的深情遥 侨中的
老师们为我们付出的真是太多太多
了袁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的恩人遥 感谢
老师们袁感谢侨中遥

卢绮婷院 2009年勇夺市理科总分
第二名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遥
高中生活成为逐渐深藏的回忆袁

但其中的每寸记忆是我最珍重的财
富遥 远在北京大学袁每每从网络上看
到母校传来的喜报都会为之骄傲遥母
校对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关注袁老
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袁侨校特色
等等都是她的独特也是过人之处遥我
愿看到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精神
能薪火相传袁母校越办越好浴

肖 瑶院 2010年以优异成绩
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遥
虽然在清华大学无比繁忙的

生活让我充满了新鲜感袁但我的
心中却时时刻刻挂念着母校遥 我
要感谢我的每一位老师袁是他们
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和无穷的
知识浴 母校永远是我最珍贵的记
忆遥 这份母校情结将激励我更努
力地学习袁以实际行动报答母校
的养育之恩遥

叶梓玄院 2010年以优异成绩考
入空军航空大学袁 成为我市恢复高
考 32年来第一位空军飞行学员遥
我之所以有今天袁 离不开母校

对我的栽培遥正因为有你袁我才能带
着我的梦想腾飞浴不管走到哪里袁我
都始终记得袁我是侨中人袁记得那激
励我的校训院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浴
我衷心祝愿我的母校越办越好袁早
日成为全国一流尧 国际知名的华侨
中学浴

李婧瑶院2009年以优异成绩考
入新加坡国立大学遥
在侨中袁我学会了做人袁意志和

品质得到了锻炼袁野自强不息袁 敢争
第一冶 的校训始终激励着我奋勇向
前曰在母校温暖的怀抱中袁我获得了
知识的琼浆尧智慧的力量遥老师的无
私付出袁似涓涓溪流滋润我心袁难以
忘怀遥 侨中给予了我一个快乐成长
的环境氛围袁 一个施展才华的广阔
天地遥 感恩母校袁感恩师长浴

苏伟聪院2009 年以优异成绩考
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遥
我喜欢侨中袁不仅是喜欢这里的

具有侨色的建筑和一流的教学设施袁
更是喜欢这里的人文和精神遥 野自强
不息 敢争第一冶 的侨中人精神激励
着我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袁让我不
断前进遥 虽身在异国他乡袁我永远不
会忘记我是侨中人袁不会忘记让我梦
想腾飞的母校遥 衷心祝愿母校院年年
出英才袁届届造辉煌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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