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慰问高三教师
Mr Liu Chuanpei, Director of Education Bureau of the City of Zhongshan

Conveying Best Wishes to the Senior Three Teachers of Our School

5月 8日袁距高考仅有 29天之际袁中山市政协副主席尧市教育
局局长刘传沛尧副局长周信等领导莅临我校袁慰问高三全体教师遥

我校校长林加良主持座谈会袁 他向刘局长介绍了本届高三基
本情况遥 林校长说袁2012届高三全体师生奋发向上袁在备考中发扬
侨中人野自强不息尧敢争第一冶的精神袁不断取得进步袁是学校比较
放心的一届袁学校一直对他们充满了信心与期待袁相信在今年的高
考中定能再创辉煌袁续写新篇章遥
刘传沛局长用感动尧感佩尧感谢来形容到侨中后的心情遥 刘局长

说袁在侨中袁看到高三老师们和往年一样袁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锐
意进取的精神遥侨中今年与往年不同袁初中部原址重建袁分流到两个地
方办学袁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袁全校师生团结一致袁各项工作开展得有
声有色遥 高三老师们更是攻坚破难袁不讲条件尧只讲奉献袁在关键时刻
表现出了敢打硬仗尧善打恶仗的精神遥这些年袁侨中一直在逆境中不断
成长与进步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袁希望大家继续努力袁树雄心尧争
上游尧巧备考尧达目标袁夺取高考的最后胜利遥

最后袁刘局长为全体高三教师颁发慰问金遥 座谈会在掌声中
结束遥 相信在市教育局的关心和正确领导下袁全体侨中人定能上
下一心袁奋力拼搏袁再创高考新辉煌袁为中山教育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遥市政协副主席尧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慰问高三教师

7 月 31 日晚 袁我
校在蔡冠深大礼堂隆

重举行了 2012年蔡继
有高考中考奖学金颁

奖大会暨 2013届高三
动员大会遥校奖教基金
会主席尧校董会副董事
长蔡冠钦尧校长林加良
出席了颁奖大会遥

颁奖大会上袁奖教
基金会主席尧校董会副
董事长蔡冠钦为获奖

学生代表颁发奖学金遥
考上清华大学的刘曼尧
考上北京大学的李敏

苑尧赵恩斌同学各自荣
获蔡继有高考奖学金

8万元曰中考市第三名
的刘长渔同学获蔡继有中考奖学金 2万元袁 中考
市第六名的李瑞洋同学获蔡继有中考奖学金 1万
元遥另外袁其他获中考全市前 100名的同学也分别
获得了 5千元的奖励遥
会上袁林校长致辞遥他首先代表学校向蔡冠钦

副董事长亲临颁奖大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

感谢遥 他说袁野我校高考和中考能够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绩袁 离不开校董会特别是蔡氏家族长期鼎力
支持遥已故董事长蔡继有先生设立高考尧中考奖学
基金袁 每年奖励高考优秀学子和中考以优异成绩
考进我校高中的中山学子遥考入北大尧清华每人奖
励人民币 8万元曰 中考考入侨中且排名全市前 5
名每人奖励 2万元袁排名市 6至 20名每人奖励 1
万元袁排名市 21至 100名每人奖励 5000元遥蔡老
董事长的桑梓深情和由他倡导的蔡氏家族一以贯

之的奖学助学义举袁 激励着广大侨中学子奋发图
强袁促进了中山教育事业的发展遥 冶 同时袁林校长
希望广大侨中学子袁特别是在座的高三同学袁能以
获奖同学为榜样袁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袁以优异

的成绩回报蔡氏家族袁回馈社会袁努力做一个野爱
国爱乡尧崇德行善尧刚健进取尧国际视野尧世界胸
怀冶的世界侨中人遥

蔡冠钦副董事长为我校今年高考尧 中考等所
取得的骄人成绩感到无比欣慰遥同时袁他祝贺所有
的获奖学生取得优异成绩袁 并希望他们在以后的
学习生活里袁继续努力袁保持谦虚学习的作风袁发
挥自己的所长袁不辜负社会对他们的期望遥也希望
他们能将更多的学习经验传授给学弟学妹袁 让学
弟学妹以他们为榜样袁志存高远袁为自己的人生描
绘一幅美丽的蓝图遥

获奖学生代表刘曼同学发表获奖感言袁 并代
表获奖同学和已毕业的同学向母校承诺院 在今后
的日子里袁他们会继续发扬母校野自强不息袁敢争
第一冶的优良传统袁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袁为梦
想而奋斗浴 不辜负母校和校董的期望浴

我校隆重举行
高考中考颁奖大会

A Grand Awarding Ceremony for the Winners of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Senior
High Entrance Examination Was Held in Our School

参政议政，五项提案受关注
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赴京参加两会

Dr Jonathan Choi,President of Our School Board Attended the Fifth Session of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3月 3日至 13日袁一年一度尧举世瞩目的
全国政协大会在京召开遥 全国政协委员尧香港
中华总商会会长尧新华集团主席尧我校校董会
董事长蔡冠深博士赴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袁与来自全国各
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一道围
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袁切实履行政治协

商尧民主监督尧参政议政的职责遥
会议期间袁蔡冠深博士就经济及文化议题

提交了五份提案遥 蔡冠深博士表示袁社会各界
对政协委员与提案越来越关注袁对政协议政的
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袁 作为三届政协委员袁今
年已是第 15次参加两会袁 更加要积极履行好
参政议政的责任遥

今年是野十二五冶承
前启后重要的一年袁作
为港区政协委员袁 在经
济领域的蔡冠深博士提
案建议院 积极推动香港
加入东盟野10+1冶自由贸
易区曰 加大力度扶持内
地中小企业发展曰 加快
粤港合作推动广东南沙
新区的发展曰 充分发挥
香港国际化优势袁 加强
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联
合野走出去冶等遥

蔡冠深博士呼吁院
香港以野独立关税区冶名
义加入野10+1冶袁有利于
创造国家尧 东盟和香港
三赢的局面遥 他期望香
港尽快被纳入 野10+1冶袁
发挥其国际金融尧 贸易
中心和物流枢纽的作
用袁 为深化国家和东盟
的经贸合作尧交流袁作出
更大贡献遥 目前袁香港特
区政府已就香港加入
野10+1冶提出了申请遥

蔡冠深博士还表
示袁香港不仅是与纽约尧
伦敦并列的世界三大金
融中心袁 同时也是世界
级的商贸中心和物流中
心袁 内地更应积极利用
香港的国际优势袁 加强
推动内地企业 野走出

去冶遥他认为袁内地企业可以把海外投资总部或
营运总部设在香港袁并建议加快建设和壮大香
港离岸人民币市场袁配合内地企业的野走出去冶
的战略遥

在文化方面袁蔡冠深博士还建议利用香港
的独特优势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袁增强国家
野软实力冶在海外的影响遥

ZHONGSHAN QIAOZHONG
广东省中山市教育局主管 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主办 总第 40期 圆012年 9月 6日 星期四 内部刊物仅供交流 粤内登字 T第 03502号 电子版院http://www.zsqz.com/qzb

高中部电话院0760-88700302 初中部电话院0760-88822492

热烈祝贺刘曼勇夺 2012年高考
全市理科总分第一、全省前十名

Congratulations on Liu Man Coming Out First of the

Science Students of the City of Zhongshan,Ranking Top

Ten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the Year 2012

6月 4日上午和 7日上午袁 中山市政府副市
长吴月霞尧 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等 20余位领导
组成的检查团两次莅临我校袁视察考场袁检查考
务工作袁受到了我校校长林加良的热烈欢迎和热
情接待遥
在林校长的带领下袁检查团一行人亲临监控

室尧保密室等考务工作室袁逐一进行细致检查遥吴
市长仔细询问了各工作室的部署情况袁 以及人
员尧设备的具体情况袁并作出工作指示遥
检查团在接待室召开了座谈会遥 吴市长认真听

取了林校长的考务工作汇报遥 林校长在汇报中详细
介绍了我校考场情况院一尧以野五个零冶渊零缺陷袁零差
错袁零疏漏袁零故障袁服务零距离冤为考场建设的工作
目标曰二尧以野三到位冶渊认识到位袁组织到位袁责任到

位冤为考场布置工作的总要求曰三尧以野四个新冶渊新试
室袁新监控室袁新考务室袁新保密室冤为加强硬件建设
的突破口曰四尧以野两把关冶渊严把用人关袁严把培训
关冤为强化队伍建设的基本举措遥他说袁一直以来袁侨
中都是市高考考务工作先进单位袁我们有实力和信
心做好今年的高考考场准备工作袁我们一定会全力
以赴袁打赢 2012年高考这一仗袁以优异的成绩向十
八大献礼遥

吴市长表示袁林校长的讲话底气十足袁热情
饱满袁相信在他的带领下袁侨中能够为广大考生
提供最优质的考试环境袁确保高考各项准备工作
顺利进行袁办人民满意的高考考场袁为全中山的
父老乡亲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曰同时袁祝愿侨中在
高考中再创佳绩袁勇攀高峰袁实现新的突破遥

副市长吴月霞
视察高考侨中考场
Wu Yuexia,Vice-Mayor of the City of Zhongshan,Inspected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pot

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音5月 11日下午袁野感恩侨中要要要2011全民 K歌榜年度总冠军林
靖枝母校歌友会冶在我校蔡冠深大礼堂成功举行遥

音5月 14日袁 全国生本课堂教学观摩活动在我校高中部举办袁马
颖尧郑支胜尧张岩三位老师的生本课受到了全国各地专家的好评遥

音5月 15日讯袁在 2012年中山市初中化学竞赛中我校共有 17人
获市一等奖袁一等奖人数居全市之首遥

音5月 15日讯袁 我校教师胡依和陈晓萍在 2012年广东省青年教
师优秀课评比活动中双双荣获一等奖遥

音5月 18日讯袁我校高三渊15冤班刘曼同学被评为 2011-2012学年
度广东省优秀学生遥

音5月 17-18日袁应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邀请袁我校师生访问团
赴香港进行友好访问及交流学习活动遥

音6月 6日讯袁 陈银英老师参加中山市首届初中化学教师教学竞
赛荣获一等奖遥

音6月 10日讯袁在 2012年全国技巧锦标赛上袁我校代表队获得团

体总分第一名袁并取得了本次比赛少年乙组 3级水平最佳成绩遥
音6月 29日袁我校在市教育系统创先争优活动中获多项殊荣院两个

支部获评市先进支部袁三个学科组获评市先进学科组袁四个团支部获评
市先进团支部袁十三位党员被评为市优秀党员袁五位教师被评为市岗位
能手袁一位员工被评为市热心服务模范袁十位同学获评市优秀学生遥

音7月 3日袁在 2012年中山市家庭教育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袁我校
被评为野中山市示范家长学校冶遥

音7月 2-3日袁 2012年广东省中学校长中英合作项目培训活动在
我校举行遥 林加良校长作了叶学校发展远景规划曳专题发言袁得到了伦敦
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尧省中小学校长培训中心领导和与会校长的
一致好评遥

音7月 20-25日袁我校代表队参加全国第三届中学生领导力大赛袁荣获
野综合评比特等奖冶尧野优秀项目一等奖冶等 2项集体奖和 5项个人奖遥

音8月 13日袁中山市 2012年高考成绩优秀学生颁奖大会在我校蔡
冠深报告厅隆重举行遥

副市长吴月霞视察高考侨中考场

校董会副董事长尧奖教基金会主席蔡冠钦向刘曼同学颁发高考奖

国家主席胡锦涛与蔡冠深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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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7月 20日袁全国第三届中学
生领导力大赛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隆
重开幕袁来自全国 26个省市自治区的 64
所学校 600多名师生参加了开幕式遥
在学校领导的亲切关怀与大力支持

下袁 我校代表队在 5天比赛中袁 精诚团
结袁自强不息袁通过现场解说尧PPT演示尧
视频播放尧 接受现场质询等方式充分展
示了侨中人的风采袁获得了优异成绩院

一尧集体奖渊2项冤
1尧学校集体荣获野综合评比特等奖冶

渊全国仅 5所学校获此殊荣冤曰
2尧学校比赛项目绿益环保公司获野优

秀项目一等奖冶渊全国仅 5个项目获此殊
荣冤曰
二尧个人奖渊5项冤
1尧郑汶珠同学获野2012年度中学生领

袖提名奖冶曰
2尧彭彩嫣同学获野2012年度中学生领

袖提名奖冶曰
3尧巫宇轩同学获野最佳改进公共政策

奖冶曰

4尧 万韵同学获 野最佳改进公共政策
奖冶曰

5尧彭彩嫣同学获野最佳改进公共政策
奖冶遥

比赛期间袁 学校代表队全体师生铭
记校训袁身体力行袁虚心向全国各地学校
师生学习袁体现了关注社会民生袁参与社
会实践袁改进公共政策的高度责任感袁给
全国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袁 得到了大会
组委会的特别表扬遥

本次大赛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
会尧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尧教育部中学校长
培训中心尧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遥 出席大
赛的领导嘉宾有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
长尧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郭振有先生袁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副秘书长尧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宗瓦先生袁 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先
生袁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先生袁 国
家教育咨询委员尧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
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王本中先生等领导
专家遥

我校开展新生军政训练
The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New Comers Undertook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raining in Our School

8月 27日晚和 8月 29日上午袁我校隆重举行了初一尧高一
年级新生军政训练动员大会遥 常务副校长高毅尧副校长何嘉莹尧
中山市边检站司令部参谋长马生江尧 政治处副主任兰辉和中山
武警支队参谋长王宏伟等领导出席了动员大会遥 大会分别由教
导处主任兼高一年级主任周红梅尧初一年级主任吴成应主持遥
会上袁高毅副校长尧何嘉莹副校长作动员讲话遥 他们首先向

中山市边检站尧 中山武警支队官兵对我校军政训练工作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遥随后袁两位校长分别通报了我校今年高考和中考
取得的辉煌成绩遥 两位校长强调袁要想取得成功袁除了需要有坚
实的知识基础尧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较强的学习能力之外袁更需要
有顽强的意志尧坚定的毅力尧强壮的体魄和合作的精神袁而军政
训练正是培养这些品质的关键一课遥 为了更好地开展本次军训
活动袁两位校长对同学们提出了几点要求院1尧克服野骄娇两气冶袁
端正态度袁努力上好军政训练这一课遥 2尧树立集体观念袁团结一

致袁充分发扬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侨中人精神遥 3尧尊重教官尧
尊敬老师袁服从命令袁切实做到野一切行动听指挥冶遥
中山武警支队参谋长王宏伟尧 边检站政治处副主任兰辉分

别在会上致辞袁他们表示参训官兵定会发扬吃苦耐劳尧超越自我
的奋斗精神袁不畏艰难袁同心协力袁力争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让
学生在思想上有所进步袁在素质和能力上有所提高袁确保 2012
级初一尧高一新生军训顺利尧圆满地完成遥 并希望军训期间同学
们能够野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曰严格要求注重实效曰听从指挥确保
安全冶袁保持高昂的训练热情袁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军训任务遥
初一渊18冤班李婷芳尧高一渊1冤班刘长渔代表新生发言遥 她们

承诺袁全体新生一定会一切行动听指挥袁认真完成好军训任务袁
把军训中养成的良好作风袁 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继续保持和
发扬袁用军姿诠释青春魅力袁用勤奋铸就靓丽人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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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日下午袁 由中山市归国华
侨联合会尧美中文化教育交流促进会主
办尧中山市华侨中学承办尧火炬开发区
侨联尧西区侨联尧南朗镇侨联协办的野追
寻龙文化冶中山要三藩市学生文化交流
夏令营在我校蔡冠深报告厅举行了隆
重的开营仪式遥中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席余志勇尧中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秘
书长杨彪尧中山市华侨中学常务副校长
高毅尧美中文化教育交流促进会秘书长
丘曦尧中山市外事侨务局国际交流科副
科长高妙葵尧美中文化教育交流促进会
副秘书长谭劲峥出席了开营仪式遥

余志勇主席尧高毅副校长尧谭劲峥
副秘书长先后致辞遥他们对这次为进一
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袁促进中美青少年
文化交流的夏令营活动充满期待袁并预
祝活动圆满成功遥

高毅副校长在仪式上介绍了学校
办学理念尧办学历程尧办学规模尧办学水
平等情况遥 高校长说袁侨中特别重视培
养师生的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袁校董会
董事长蔡冠深捐资成立对外交流基金
会以来袁 学校师生已多次前往日本尧韩
国尧新加坡尧英国尧加拿大考察学习袁并
与当地名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遥高校长
强调袁世界文化缤纷多彩袁百花齐放曰华
夏文化源远流长袁博大精深遥 中美学生
文化交流夏令营活动意义十分深远袁它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袁促进中美
青少年文化交流提供宽阔的平台袁为传
播优秀文化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遥两
国学子在文化交流的同时既可弘扬优
秀的中国龙文化袁 展现时代新风采袁又
可增进彼此的友谊袁交流各自在学习成
长中的心得经验袁有助于拓展同学们的

视野袁提升同学们的素养遥
六天的相处中袁中美两国学子共同

学习袁共同生活袁相互交流曰不仅增长了
知识袁提升了能力袁而且加深了了解和
友谊袁为中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袁为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开辟了更广
阔的渠道遥 他们共同期待将来进一步尧
更广阔尧更深远的交流袁让优秀的文化
在中国在世界在每一个角落生根开花袁
结出累累硕果遥

7月 31日晚袁中山要三藩市学生夏
令营在我校蔡冠深报告厅举行文艺晚
会暨闭营仪式遥 我校学生和三藩市学生
共同登台表演袁用歌声尧琴声和舞蹈交
流文化袁传递友谊遥 在萨克斯与小提琴
的旋律下袁在咸水歌和千手观音的韵味
里袁在叶我心永远曳和叶友谊地久天长曳的
深情中袁夏令营活动圆满落下了帷幕遥

弘扬华侨文化袁笃行全民修身袁体验多元文化袁开拓国际视
野遥 4月 28日下午袁我校以野谛听蓝色的声音冶为主题的第三届
国际文化节在高中部新运动场隆重举行遥常务副校长高毅等领
导莅临活动现场遥

国际文化节以野华侨文化节冶为基调袁活动内容丰富多彩袁
形式灵活多样遥 野国际视野袁绘世界之美冶主题绘画比赛尧野展
英语魅力袁秀世界风情冶英语主题演讲比赛尧野修身健体袁舞动青
春冶啦啦操大赛尧跳蚤市场尧摊位游戏尧舞台表演等一系列活动袁
让学子们通过国际文化节这一富有特色的平台了解华侨文化
和各国文化的同时袁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袁培养了国际
视野和世界胸怀遥

舞台表演高潮迭起袁台下观众掌声不断遥首先袁由我校师生
共同演绎的环保时装秀拉开了表演的序幕遥学校合唱团带来无
伴奏混声歌曲叶平安夜曳和叶牵手曳袁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倾情
演唱袁活力四射袁为在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天籁般的音乐盛宴遥在
随后的节目中袁武术节目野武云冶尧藏族舞曲尧粤剧叶白蛇传之断
桥曳等节目诠释了我国传统文化袁在国际文化节的舞台上大放

异彩遥 街舞野Pop梦冶尧Breaking show尧野lovey dovey冶燃烧激情袁
尽展魅力袁带领观众走进酷炫的动感地带遥 话剧表演尧礼仪展
示尧歌曲串烧尧口技 B-box尧学生乐队野Venice冶和野热浪冶的演唱
等节目袁更体现出了我校学子的多才多艺遥

跳蚤市场与游戏摊位同样热闹非凡遥 摊位招牌稀奇古怪袁
各具特色袁各类商品琳琅满目袁同学们热情高涨袁叫卖声一浪高
过一浪袁更有天马行空的 Cosplay尧巡游等广告形式吸引野消费
者冶的眼球遥 除了学生之外袁校领导尧老师和家长也纷纷光顾摊
位袁出钱出力袁为同学们的野市场冶增添人气遥 此外袁摊位游戏的
设计也别出心裁袁套圈尧捞鱼尧飞镖尧象棋尧五子棋尧夹玻珠尧有奖
问答等许多新奇有趣的游戏吸引了大批师生参与袁叫好声与欢
笑声不绝于耳遥

第三届国际文化节将全校师生聚集在了一起袁是一次文化
宣传和交流的盛会遥 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课余文化生活袁进
一步彰显了侨校特色袁更体现了我校国际化尧现代化尧多样化的
办学新思路遥

我校隆重举行第三届国际文化节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ulture Festival Was Grandly Celebrated in Our School

“追寻龙文化” 中山—三藩市学生文化交流夏令营在我校举行
"Seeking Dragon Culture" Zhongshan-San Francisco Students Summer Camp for Culture Exchange Was Held in Our School

8月 30日晚袁野绽放青春 放飞梦想冶2012年中山市华侨中
学迎新晚会在运动场隆重举行遥 常务副校长高毅尧副校长杨树
春尧郑玉良尧何嘉莹尧林子孚等学校领导及中山市边检站尧中山

市武警支队有关领导尧教官观看了演出遥 观看演出的还有全体
高一年级尧初一年级新生遥
此次迎新晚会节目种类繁多袁内容精彩纷呈遥 电声乐队的

激情演出拉开了晚会序幕曰 高二同学表演的啦啦操
活力四射曰古筝尧小提琴演奏悠扬悦耳袁两位学姐还
在音乐声中现场书写了对联 野绽放
青春袁放飞梦想冶袁赠与学弟学妹们曰
歌曲串烧精彩不断袁2005 届毕业
生尧2011年中山市全民 K歌榜年度
总冠军林靖枝倾情演唱曰 热血沸腾
的武术表演尧眼花缭乱的街舞表演尧
妙曼婀娜的千手观音舞蹈袁 令人回
味无穷曰诗朗诵叶相信未来曳刚强有
力袁触动人心遥来自中山市边检站和
武警支队的教官们也带来了精彩的
双节棍尧军体拳尧卧倒尧搏斗等表演袁
震撼全场袁 将现场气氛带到了最高
潮袁台下掌声雷鸣遥晚会在校合唱团
嘹亮动听的歌声中落下帷幕遥

迎新晚会充分展现了同学们的青春才
华袁 体现了侨中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和侨中

学子快乐和谐向上的精神风貌袁让高一尧初一的新生感受到了
侨中大家庭的温暖遥

绽放青春 放飞梦想
Bloom of Youth Fly Our Dreams
要要要我校举行 2012年迎新晚会

闭营仪式上领导尧嘉宾尧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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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尧2为高一军训剪影

3 4
图 3尧4为初一军训剪影

参加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大赛获佳绩

啦啦操表演

环保时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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