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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全线飘红袁彰显实力遥
1援重点本科录取突破 300大关袁达 307人遥
高考实考人数 1589人渊含港澳台侨户口学生袁下同冤袁市预

测重点本科指标 133人渊入学时全市前 1300名袁我校只有 134
人冤袁重点本科实际录取 307人袁比去年增加 77人袁录取率达
19.3%曰超额完成 174人袁完成率达 230%遥

2援本科以上录取突破 1300大关袁达 1373人遥
市预测本科以上指标 1108人袁实际录取 1373人袁比去年

增加 278人袁 录取率达 86.6%曰 超额完成 265人袁 完成率达
123.9%遥

3援专科以上录取突破 1500大关袁达 1580人遥
市预测专科以上指标 1418人袁实际录取 1580人袁比去年

增加 151人袁 录取率达 99.4%曰 超额完成 162人袁 完成率达
111.4%遥

二尧敢争第一袁扬名省市遥
1援刘曼同学以理科总分 690分夺得市理科状元袁加上省优

秀学生政策性加分 20分袁 以总分 710分的成绩位列全省前十
名袁被清华大学录取袁受到市政府表彰奖励遥

2援何美婷同学以理科总分 678分进入全市前十名袁被同济
大学录取袁受到市政府表彰奖励遥

3援何灏天同学以 136分夺得全市语文单科第一名袁文科总
分排全市第 14名袁被中山大学录取袁受到市政府表彰奖励遥
三尧考入名校袁群芳竞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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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刘 曼 清华大学

赵恩斌 北京大学

张玹硕 北京大学

李敏苑 北京大学

郑昭敏 香港大学渊世界排第 24名冤

王艾婧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渊世界排第 18名冤
刘逸思 英国国王大学渊世界排第 22名冤
易 康 新加坡国立大学渊世界排第 30名冤
何倩玮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渊世界排第 40名冤
朱子心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渊世界排第 40名冤
高允逸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渊世界排第 40名冤
刘思隽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渊世界排第 47名冤
四尧港澳台国际班袁独领风骚遥
港澳台国际班 49人参加考试袁重点录取 43人袁录取率达

87.8%袁本科以上录取 48人袁录取率达 98%遥 三位同学被北京大
学录取遥

★高考高奏凯歌 开创先河
A Magnificent Paean, the Establishment of Precedent

一尧总分高分群突出袁位居全市前列遥
1尧全市前 10名渊总分 790分以上冤共 3人院
刘长渔 795分尧李瑞洋 792分尧廖晓艺 791分遥
2尧全市前 30名渊总分 784分以上冤共 6人遥
江志华 785分尧李巧华 785分袁郭婉仪 784分遥
3尧 总分 780分以上共 10人袁770分以上共 39人袁760分以

上共 82人遥
4尧总分 738分以上共 228人曰721分以上共 330人遥
5尧上侨中高中部正取生录取分数线渊702分冤人数 476人曰超

过第一批渊A冤国家示范性高中录取分数线人数 761人遥
二尧学科高分群再创新高袁408人次单科满分遥
1尧数学满分 17人遥
2尧物理满分 9人遥
3尧生物满分 44人遥
4尧地理满分 30人遥
5尧体育满分 308人遥
三尧学科竞赛硕果累累袁再创历史新高遥 渊仅列获市一等奖人数冤
1尧2012年中山市初三化学竞赛袁 我校 17人获得市一等奖袁

获一等奖人数全市最多遥 其中全市前十名袁我校占 5人遥
2尧2012年中山市初三物理竞赛袁9人获得市一等奖遥 其中全

市前十名袁我校占 3人遥
3尧2012年中山市初中生物学竞赛袁12人获得市一等奖袁获

一等奖人数全市最多遥
4尧2012 年中山市初中生时事政治竞赛, 10人获得市一等

奖袁获一等奖人数全市最多遥
5尧2012年中山市初三数学竞赛袁12人获得市一等奖遥
6尧2012年信息学竞赛袁4人获市一等奖遥

绎中考全面丰收 群星闪烁
Stars Shining in the Senior High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Real Icing on the Cake

刘曼袁市侨中高三渊15冤班学生袁高考分数 690分袁是中
山理科最高分遥
知道高考分数马上就要揭晓的刘曼还是有点紧张院野早

上出去吃早餐袁上午就和爸爸出去了袁想放松下袁缓和下心
情袁有点紧张遥 冶
刘曼的分数不是自己查的袁 而是学校老师电话通知的遥

野好像很多同学都知道我的分数了袁我很惊讶遥我还没有自己
去查就接到老师电话袁说我是 690分遥 冶
姻得知分数有点惊讶袁基础学习很重要
690分袁 这个分数让刘曼小小惊喜了一下院野考完后袁我

大概估了分数袁觉得是 680分左右袁考下来感觉比较顺袁也没
想到会有 690分遥冶而知道女儿分数后袁刘爸爸第一次在女儿
面前落泪遥
分享学习心得时袁刘曼说院野我一直注重基础学习袁上课尧

笔记尧作业都认真完成袁虽然学的是理科袁但是数学尧物理一

直有点偏弱遥冶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里袁成为刘曼学习上一个
很大的助力遥刘曼说袁之前考试成绩有点波动袁但每次考试完
后她都会分析问题出在哪里袁然后针对性地进行复习遥野高二
下学期成绩已经比较稳定袁高三复习时袁也是多注重基础袁在
难度上也会稍微拔高袁 毕竟理科后面的试题都是有点难度
的袁而且分值都比较大遥 冶
高考之前袁刘曼已经做到胸有成竹院野高考前在做模拟试

题时已定下来每天复习什么内容袁 各方面的内容都复习到袁
考试时就胸有成竹了遥 冶
姻理综考试时间记错袁调整心态很重要
野理综考试时袁我还遇到一点小麻烦遥 冶理综考试是高考

第二天上午袁 学校前一次模拟考试时间是上午 9点半到 12
点袁而正式高考时间是 9点到 11点半遥

野做生物题时袁我才意识到考试 11点半就要交卷袁但后
面还有化学和物理没做袁当时心里一下子就慌了袁开考已经

一个多小时袁就剩下一个多小时时间袁平时我物理都要一个
小时完成遥 冶遇到这种突发状况袁刘曼告诉自己不要紧张袁平
静下来袁计算一下剩下的时间袁深呼吸几次袁将剩下的时间合
理分配给每一道题遥 野好在题目不是非常难袁后面我还有 10
分钟的时间检查一下试卷遥 冶

刘曼说袁考试时心理状态很重要袁而这些心理素质的培
养袁刘曼很感谢父母和老师遥 野爸爸妈妈对我很信任袁一直以
来学习上没有太大的压力袁有时考试成绩不理想袁爸爸妈妈
也不会说什么袁这一次没考好还有下次遥 冶
在学校里袁她多次担任学生干部遥高一袁她通过竞选成为

了校学生会文体部部长袁高二时又连任部长袁同时还被选举
为校学生会副主席袁成功组织了多次校园活动袁高中三年来
她还担任班级团支书一职遥野这些经历让我学会与人沟通尧分
配工作的很多经验遥 冶
据了解袁刘曼多次被评为校优秀学生干部尧团干部袁去年

4月又获市教育局颁发的野市优秀团干部冶证书袁今年被评为
2011-2012学年度广东省优秀学生袁这个奖项还可以为她高
考加分 20分遥
姻小女生的大理想院做城市规划师
对于报考学校和专业袁刘曼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院野想报

考清华大学的建筑学院袁 希望学成后多到世界各地走走袁了
解更多的建筑知识尧各地历史文化尧民俗风情等遥城市规划工
作很重要袁 现在我们也需要关注城市的历史文化和未来走
向遥 冶
刘曼的小提琴拉得很出色袁初二就获得了上海音乐学院

颁发的最高级别的十二级渊专业级冤证书遥 2009年袁她又获得
了蒲公英第九届(2009)青少年优秀艺术新人广东选拔活动小
提琴专业金奖渊广东省第一名冤袁爱好非常广泛遥

转载叶中山日报曳

全市理科总分状元尧省前 10名

刘曼是个淡定王
Liu Man Was the Queen of Calm in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antion

中考优秀学生高考优秀学生

高中生活是有趣的遥 我初中时就对高中部的社团活
动尧 学生会工作向往已久袁 因此一入高一我就进了学生
会袁一任就是两年遥 两年来袁我在学生会中学习到了很多
东西袁得到了很多锻炼袁让我变得更加负责袁更加自信遥

在学习上袁 我十分注重基础遥 每堂课我都很认真听
讲袁不管学过没学过袁会与不会袁我都紧跟老师的思路走袁
积极响应老师的问题遥 课后袁若有精力袁我会做一些拓展袁
比如阅读英文小说袁培养语感曰阅读散文集袁扩大语文积
累遥 有时还会针对不太理解的问题袁寻找相应的题目来自
己做袁加深理解遥 但我不会强迫自己去做难题尧偏题遥

升入高三袁学习策略有所改变遥 第一袁语文方面袁我首
先注意积累基础知识袁像高考前四题和古文袁一定要自己
下功夫搜集记忆才能掌握遥 诗歌鉴赏和阅读方面我牢记
老师所传授的解题技巧袁 并时时提醒自己在做题时加以
运用遥另外袁我扩大了阅读量袁尤其注重作文遥我仔细学习

高考优秀作文袁又在每次写作时自己转化袁努力在应试与
突出自我思想中找到平衡遥 第二袁数学和物理方面袁高一
高二时主要是熟悉课本曰 但高三一开始我便准备了全新
的笔记本袁记录老师课上讲的重点难点袁收录自己学习做
题过程中发现的经典题目及出现的错题袁 按照不同的知
识模块来分类遥 每道题目旁都有自己做题时的感悟和思
考袁经常翻看尧重做来提醒自己遥 第三袁英语一直是我的强
项袁但高三后袁我要求自己把英语当成弱科来学习遥 对于
词汇尧句型尧语法等基础知识我会很认真地去记忆袁去运

用曰 对于阅读理解方面的难题我会努力运用解题技巧而
不是凭感觉乱做袁做题时多思考袁做完后多讨论交流遥 第
四袁化学和生物袁一方面我经常翻看课本袁熟记知识点遥 另
一方面袁 每次做题都要求自己当做考试袁 认真严谨地读
题尧答题袁养成良好的做题习惯遥 同时我还会把典型题目
和答案精简地记录下来袁经常翻看来加强记忆遥

我在复习时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遥 从初中起袁每次考试
前袁 我都会把各科要复习的内容每一项都在本子上写下
来袁安排好每天的复习内容遥 尤其是高三袁虽然有时复习

时间紧袁但我也会坚持这样做袁每次模考前我都能按照自
己的计划顺利完成复习袁 全面照顾到知识点和自己的难
点袁因而能胸有成竹地应考袁鲜有失误遥 而每次考完后袁不
管成绩多少袁我都会自己再重新看一遍试卷袁把自己的答
案和老师给的答案进行对照袁 向老师请教每个还存有疑
惑的地方遥

临近高考时袁大概从倒数 20天起袁我更是每天都会
在本子上写下当天自己的复习计划袁按部就班地完成袁这
样才不会在每天众多的试卷中迷失了自己遥 有人说高三
很苦袁很累袁但在我心里袁高三就是一段我尽力发挥所学袁
充实自己袁奋力拼搏为梦想而努力的美好的日子遥 在这段
日子里袁有伙伴们共同进步袁有老师们无私帮助袁有母校
在各方面默默地支持袁让我时时都充满了能量袁充满了感
激遥 所以袁希望各位同学在能全心全意地享受高三这一年
的时光袁做到青春无悔遥

刘曼谈学习经验和感受
粤 Talk by Liu Man on 蕴earning Experience

刘曼 清华大学

全市理科总分第一袁全省前十名
赵恩斌 北京大学 李敏苑 北京大学

郑昭敏 香港大学 王艾婧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刘逸思 英国国王大学 易康 新加坡国立大学 何倩玮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朱子心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高允逸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刘思隽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何灏天 中山大学 语文全市第一名 何美婷 同济大学 理科总分市前十名

江志华 全市排名第二十二名 郭婉仪 全市排名第二十七名

伍文睿 全市排名第三十五名 谢洁盈 全市排名第三十五名

廖晓艺 全市排名第五十名 区伟亮 全市排名第五十名

伍健宁 全市排名第七十四名 廖志宏 全市排名第八十一名

廖中辉 全市排名第九十一名 张权 全市排名第九十一名

刘长渔 全市排名第三名 李瑞洋 全市排名第六名

热烈祝贺我校 2012年高考、中考再谱华章
Congratulations on Our School Winning a Significant Victory in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Senior High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the Year 2012

7月 12日袁市委书记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晓峰与全市高中校长代表座谈袁为高考庆功袁共商教育发展大计遥 座谈会上袁薛书记对侨中高考给予了充分肯定院注重入校培育袁以学生野低进中出尧中
进高出尧高进优出冶为目标袁这也是一种野转型升级冶遥 薛书记的话让侨中人备受鼓舞袁全体侨中人将以 2012年高考尧中考成绩为新的起点袁发挥侨校优势袁用华侨文化培养人袁实现人才培养的转型升
级袁大力培养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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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张铉硕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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