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市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袁通过全体侨
中人的共同努力袁2011年我校高考全线飘红袁再创新高袁取得了建校以
来重大的历史性突破遥
考生人数 1472人袁重点本科实际录取 230人袁超额完成 84人袁录

取率为 15.6%曰本科以上实际录取 1095人袁比去年增长 224人袁超额完
成 23人袁 录取率为 74.4%曰 专科以上实际录取 1450 人袁 录取率为
98.5%遥 首届侨生班大获全胜袁重点上线 32人袁上线率 72%袁本科上线
42人袁上线率 92%遥
本届高三学生入学成绩最好的排在全市第 41名袁 全市前 100名

只有 5人袁 全市前 200名只有 15人遥 今年高考理科总分前 10名有 1
人袁排全市第 7 名袁文理科总分前 100名有 9 人袁其中理科总分前 50
名有 6人袁文科总分前 50名有 3人袁文理科总分前 200名有 26人袁其
中理科总分前 100名有 15人袁文科总分前 100名有 11人遥

高考重点本科上线人数尧本科上线人数尧专科以上上线人数尧文理
科总分平均分尧文科总分平均分尧理科总分平均分尧语文科平均分尧英
语科平均分尧英语听说平均分尧理科数学平均分尧文科数学平均分尧文
科综合平均分尧理科综合平均分尧体育术科平均分均列全市第三名遥
其中院

1援梁晶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遥
2援麦龙辉以 613分获清华美院术科考试全国第 13名袁被清华大学

录取遥
3援冯敬林以满分 300分夺得体育术科省状元遥 萧展龙以 272分夺

得全市体育术科第 3名袁谢妙娟以 264分夺得全市第 10名遥
4援梁嘉欣以 654分夺得市理科总分第 7名袁数学单科 130分排全

市第 2名遥
5援徐倚琪尧彭思阳以 126分并列全市理科数学第 8名遥
6援龙洁旎以 142分排全市英语单科第 3名袁陈梓曦以 141分排全

市英语单科第 5名袁张怡以 140分排全市英语单科第 9名遥
7援梁韵怡以 262分排全市文科综合第 9名遥

野雄关漫道真如铁袁而今迈步从头越冶遥我们将以 2011年高考成绩为
新的起点袁发扬侨中人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精神袁向着"办全国一
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的目标奋勇前进袁为中山市在广东省率先基
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浴

5月 10日下午袁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尧副局长周信率相关领导莅临我校袁
亲切慰问战斗在第一线的高三教师并听取了副校长兼高三年级主任杨树春
的高考备考情况汇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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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唐颖
看望高三师生

5月 25日袁离高考还有 11天袁正值高三复习备考的最后关头袁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唐颖专程来到我校袁在林加良校长尧杨树春副校长的陪同下袁看望奋
战中的高三教师和学生袁为大家加油尧鼓劲遥

6月 7日上午袁中山市市委副书记尧市长陈茂辉在副市长唐颖尧市教育局局长刘
传沛等陪同下来到野侨中高中部高考考场冶视察袁并看望了坚守在高考第一线的侨中
领导和老师遥

市长陈茂辉视察
侨中高中部高考考场

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
慰问高三教师

2002年 李 建 考入清华大学
2003年 杜君裕 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
2004年 陈伯君 考入北京大学
2005年 陈广球 考入清华大学
2005年 何汉清 考入清华大学
2006年 黄校艺 考入北京大学
2007年 邱文辉 考入清华大学
2007年 元东俊 考入清华大学
2008年 叶倩儿 考入北京大学
2008年 黄也尘 考入香港中文大学
2008年 冯龙胤 考入香港中文大学
2009年 卢绮婷 考入北京大学
2009年 苏伟聪 考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2009年 李婧瑶 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0年 邓 颖 考入北京大学
2010年 肖 瑶 考入清华大学
2011年 梁 晶 考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2011年 麦龙辉 考入清华大学

侨中高考
“北大清华年年有
世界名校届届出”

8月 31日袁我校在文化广场隆重举行了 2011年蔡继有高考中考奖学金颁奖大会袁校董会副董事长尧奖教基金会主席蔡
冠钦(后排左三冤出席大会并为今年考入清华大学的高三学子和中考考入我校获市前 100名的学生颁奖遥

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袁初三全体师生自强不息袁敢争第
一袁在 2011年中考和学科竞赛中再创佳绩袁取得了全面丰收遥

1尧初三渊19冤班黄芷蓥同学以总分 787分的高分袁勇夺全市
第一名遥

2尧总分 717分以上我校有 301人曰709分以上有 350人袁均
创历史新高遥

3尧上侨中高中部正取生录取分数线渊670 分冤人数达 582
人曰同时有 760人达到第一批渊A冤国家示范性高中录取分数线袁
均创历史新高遥

4尧共有 328人次获得单科满分遥
渊1冤语文状元渊4人冤院胡诗敏 黎杏婷 庾舒宁 陈晓彤
渊2冤数学满分状元渊1人冤院龙上邦
渊3冤英语满分状元渊1人冤院崔颖
渊4冤物理满分状元渊6人冤院
韩文婷 黄芷蓥 黄福临 陆云婉 胡永尊 杨馨怡

渊5冤化学满分状元渊7人冤院
黄芷蓥 何慧玲 张 鹿 刘盈影 梁紫欣
张鹏举 黄浩源

渊6冤政治状元渊2人冤院 何振荣 周璐璐
渊7冤历史满分状元渊10人冤院
何慧玲 黄鉴涛 梁伟杰 巫宇轩 黄舒然 王 芮
梁向垚 苏杏妍 吴凯航 何美仪

渊8冤地理满分状元渊32人冤院
周颖瞳 姚 麒 黄文亮 宋紫漩 伍绮琪 钟镇强
王亦信 黄慧珊 袁杰堂 郑浚乐 林鸿略 熊林溪
周卓熹 袁佩如 叶绮琳 梁乐生 何慧玲 刘颖珊
刘智谦 黄梓蓥 简杰榕 吴秋菊 吴国鹏 邓嘉荣
郑铱楠 余晓蓝 陆 晗 萧佳幸 周俊贤 叶卓明
秦玮崧 罗远航
渊9冤体育满分状元院共 271人遥
5尧中考各科平均分大幅超越市平均分袁名列全市前茅院

语文超市平均分 12分 数学超市平均分 22分
英语超市平均分 22分 物理超市平均分 19分
化学超市平均分 19.3分 政治超市平均分 12分
历史超市平均分 17分 地理超市平均分 19.3分
生物超市平均分 20分
6尧中考各科优秀率尧合格率均名列全市前茅遥

音附院本学年的学科竞赛成绩院
渊1冤在 2011年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中袁我校 15人获得

市一等奖袁获一等奖的人数居全市第一袁占全市获一等奖总人
数的四分之一袁其中龙上邦同学勇夺全市第一名遥

渊2冤在 2010年中山市信息学竞赛中袁我校 8人获一等奖袁
其中龙上邦同学勇夺全市第一名遥

渊3冤在 2011年中山市初中应用物理知识竞赛中袁我校 19
人获得市一等奖袁获一等奖的人数居全市第一袁占全市获一等
奖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袁其中赖昕和同学勇夺全市第一名遥

渊4冤在 2011年中山市初中化学竞赛中袁我校 13 人获得市
一等奖袁获一等奖的人数居全市第一遥

渊5冤在 2011年中山市中学生时事政治竞赛中袁我校 12名
参赛同学全部获得市一等奖袁获奖人数及获一等奖人数均居全
市第一袁创我校参加政治竞赛最佳成绩遥

渊6冤在 2010年第十一届广东省中小学电脑制作比赛中袁邓
艺伶同学的电脑作品叶你好袁汉字曳荣获省一等奖袁中山市只有
两名学生获此奖项遥

渊7冤在 2011年中山市中学生生物初中联赛中袁我校学生 10
人获得市一等奖袁获一等奖人数居全市第一遥

我们将以 2011年中考成绩为新的起点袁锐意进取袁开拓创
新袁向着野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冶的目标奋勇前进袁
为中山市在广东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浴

热烈祝贺我校黄芷蓥同学勇夺中考全市总分第一名

麦龙辉 渊考入清华大学冤与班主任孟金路老师 冯敬林渊以满分 300分夺得体育术科省状元袁考入中山大学冤
与班主任刘勇老师

黄芷蓥(2011年市中考总分状元)与班主任林棉老师梁晶(考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班主任张鹏飞老师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our school achieving the historic success in exceeding 1,000 undergraduates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year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Huang Zhiying ,a girl student of our school,winning first place in total score in the junor high graduation exam of Zhongshan City this year.

热烈祝贺我校 年
高考本科首次突破 人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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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在 2011年广东省高中学生化学竞赛中袁野乐学善思 明辨笃行冶的侨中学
子袁在琚凯尧蔡齐心尧李永雄和黄正新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袁不畏强手袁敢于亮剑袁勇
创佳绩袁一举夺得了三个一等奖尧五个二等奖和四个三等奖袁为侨中校园增添一
道亮丽的风景遥

银市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杨海渊左三冤尧副会长陈洪棣渊左二冤尧马为民
渊左五冤尧胡伯洲渊左一冤于 9月 27日到我校高中部参加野全民修身行
动冶暨野香山华侨与辛亥百年冶大型图片展启动仪式遥

银9月 27日袁我校在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野全民修身行动冶暨野香山华
侨与辛亥百年冶大型图片展启动仪式遥 展出的百余幅图片真实而全面地展示
了百年前香山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特殊贡献袁让广大师生对野华侨是革命之母冶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袁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华侨爱国爱乡的崇高精神和自强不
息的高尚品格遥

银 2011年 8月 4日至 7日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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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中信第一城举行遥 我校学生代表在老师的带领下
应邀赴会袁与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肤色尧不同年龄的代表们共同讨论袁共同交流袁
共同筹商袁出色地展示了世界侨中人的风采遥

银7月 30日耀8月 5日第二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大赛在清华大学和清
华大学附属中学举行遥 我校参赛选手通力合作袁克服了重重困难袁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遥 宋贺奇同学所在小组设计的行动方案野引导中学生理性选择
职业学校冶荣获野最佳行动方案设计奖冶袁刘俊明同学所在小组设计的行动
方案野星火计划解决家长强权行动冶荣获野最佳行动设计方案提名奖冶遥

银 8月 31日袁我校学生舞蹈队应邀参加加拿大温哥华青年芭蕾舞蹈团
对外交流会遥 表演的节目叶天山少女曳尧叶雪山情曳受到了大洋彼岸观众的一
致好评遥

银8月 24要28日袁野2011年全国技巧冠军赛暨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冶 在广西自
治区桂林市灵川县举行袁 来自全国各地的 21支代表队袁 共 365名运动员参加角
逐遥 我校技巧队首次报名参加了自由组和儿童组的比赛袁斩获自由组野男四冶尧野女
三冶尧团体及儿童组野女三冶四项冠军袁备受瞩目遥

银2011年台湾青少年夏令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营遥 来自台湾 30所大中学校
以及大陆暨南大学尧华侨大学的 800余位青少年学生汇聚此间袁共同联欢遥 我校台
湾籍学生受暨南大学的邀请袁参加了此次活动遥

银8月 15日至 8月 21日袁由我校三十名初中学生组成的中山市华
侨中学代表团袁访问了新加坡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女子中学遥莱佛士书
院悠久的历史袁丰厚的文化积淀袁多元的教育理念袁开放活泼的人才培
养模式袁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遥

银8月 19日至 23日尧26日至 29日袁高一和初一年级新生分别在
高中部文化广场和初中部足球场举行了军政训练遥图为教官在指导学
生操练遥

银7月 26日袁 广东省第七届青少年门球比赛开幕式在我校高中部举行袁并
拉开了从 26日到 28日为期三天的比赛序幕遥 来自香港尧深圳尧清远尧东莞尧珠
海尧河源尧中山等城市的 17支青少年代表队约 200多人参加了此次角逐遥 我校
代表队不畏强手袁奋力拼搏袁取得了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遥

银10月 10日上午袁我校高中部举行了全国生本课堂教学研讨会遥华南
师范大学教授尧博士生导师尧生本教育研究提出者郭思乐出席研讨会并作
报告遥 来自全国生本教育研究中心的 40位专家教师以及省名校长林加良
工作室专家教师 45人和我校领导尧老师参加了研讨会遥 与会专家尧老师对
我校生本教育给予了高度赞赏遥

让侨中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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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