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蔡冠深董事长荣任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Dr. Jonathan Choi, President of Our School Board,
Serving as Vice-director of Educational, Scientific, Cultural, Health and Sports Commis鄄
sion of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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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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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中小学女生教育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我校举行
The on-the-spot Meeting Was Held in Our School to Promote the Girl's Education of Zhongshan City

4 月 8 日下午袁中山市中小学女生教育工作现场
推进会在我校蔡冠深大礼堂举行遥 广东省妇联常务
副主席尧省妇儿工委副主任阎静萍袁省妇儿工委办公
室主任王碧华袁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尧市妇儿工委
主任吴月霞, 市妇联主席陈江梅袁市教育局党委副书
记刘红菱, 广东省名校长尧我校校长林加良等领导出
席了会议遥 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全市各有关单位从
事女性工作的人员 700 余人遥 会议由陈江梅主席主
持遥
常务副校长高毅从女生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尧要
培养什么样的女生尧怎样培养 ECE渊刚健尧关爱尧优
雅冤女生尧取得的显著成效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我校的
女生教育情况遥
会上袁 阎静萍副主席充分肯定了我校女生教育
工作袁 她希望把女生教育作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和建设幸福和美中山的重要内容曰 不断完善工作
机制袁 让女生教育理念和经验做法在全市得到有效
的推广曰打造具有中山特色的女性教育品牌袁为全省
推进女性教育工作提供更多好经验遥 吴月霞副市长
强调袁女生教育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尧利在千秋的民
族工程袁希望我校女生教育工作创出更多的亮点袁迈
上更高的台阶袁 为建设幸福和美中山作出更大的贡
献遥
随后袁阎静萍副主席尧王碧华主任尧吴月霞副市

省妇联常务副主席尧省妇儿工委副主任阎静萍渊左二冤尧省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碧华渊左一冤尧副市长吴月霞渊中冤尧市教育局副书记刘红菱
渊右二冤尧我校校长林加良主持叶女生教育读本曳首发仪式

市政协副主席、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
一行莅校慰问高三教师
Liu Chuanpei, Vice-Chairperson of Municipal C.P.P.C.C, Director

of Bureau of Education of Zhongshan City Conveying Best Wishes to
the Senior III Teachers of Our School
进取袁不断进步袁在广一模
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遥 高
考临近袁任重道远袁希望全
体高三教师坚持不懈袁苦
干加巧干袁 以优异的高考
成 绩诠 释 2013 届的 高考
理念袁谱写高考新辉煌袁为
中山高考作出我们应有的
贡献遥
我校高考领导组组
长尧副校长杨树春袁教务处
副主任尧 高三年级主任刘
训强分别发言袁 汇报了高
三备考工作遥 听完汇报袁刘
局长说袁 侨中之所以能取
得如此优异的成绩袁 主要
市政协副主席尧教育局局长刘传沛向高三年级教师颁发慰问金 在于侨中始终同心同德尧
上下一致袁 坚定不移地贯
4 月 23 日上午袁 在距离高考仅有 45 天之际袁
彻执行教育局提出的中山教育改革发展的七大方
市政协副主席尧市教育局局长刘传沛袁市政协副主
略袁特别是在强队伍尧精管理尧优课堂尧创特色四方
席尧 教育局副局长周信等领导莅临我校亲切慰问
面做得更为突出遥
奋战在高考第一线的全体高三教师遥
刘局长用四个关键词勉励全体侨中人遥 1尧勇
座谈会上袁省名校长尧我校校长林加良向刘局
气遥 上下一心袁迎难而上袁脱颖而出袁把学校办成一
长一行介绍了本届高三基本情况遥 林校长说袁本届
流名校遥 2尧坚持遥 持之以恒袁总结经验袁更好地发挥
高三的高考理念为野成功在课堂尧潜力在学生尧优
侨校优势遥 3尧锻铸遥 野自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袁锻铸属
势在团队尧关键在落实冶遥 全体高三教师始终围绕
于侨中人特有的野精气神冶遥 4尧制胜遥 努力打造一流
这个理念袁积极尧努力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袁开拓
的团队袁统一意志袁集体行动袁才能制胜高考遥

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荫2 月 20 日讯袁 我校饭堂在省餐饮业评比中
荣获野广东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单位冶袁这是
继获评省 A 级饭堂之后摘得的又一殊荣遥
荫2 月 27 日讯袁我校教师郭德胜荣获 2012 年
中山市志愿服务金奖袁 志愿者服务队荣获市先进
学校志愿者服务队袁 绿益环保公司环保志愿服务
项目荣获市环保志愿服务项目奖遥
荫3 月 1 日下午袁我校召开第四届名师工作室
会议袁副校长林子孚向王世勋尧刘彬等 12 位老师
颁发了第四届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聘书和荣誉证
书遥
荫3 月 12 日下午袁 我校举办第四届女生节系
列活动之野让青春更美丽冶的女生保健讲座袁特邀
市中医院妇产科医生李艳明主任讲述女生青春期
的心理发育尧 爱情观转变以及早恋早孕危害等健
康常识遥
荫3 月 14 日袁省名师尧特级教师王世勋带领工
作室教师到罗定市进行研修活动袁受到好评遥
荫3 月 15 日上午袁 广东省中学德育现场会暨
广州市中学德育研讨会第 26 届年会在我校高中
部举行遥 广州教育学会中学德育专业委员会组成
的观摩团专家赞扬我校女生教育工作有针对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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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深刻袁取得了很大成效袁非常值得学习遥
荫3 月 16 日袁 校团委组织学生志愿者到东明
社区开展 野同心共筑雷锋精神袁 携手共建和美社
区冶志愿服务活动袁展现侨中人学雷锋助人为乐的
精神遥
荫3 月 21 日袁省妇联原巡视员杨洁芝袁省妇女
儿童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莉娟袁 省妇联原儿童
工作部部长苏林等领导尧 专家莅临我校调研女生
教育工作袁 对我校女生教育工作取得的卓越成效
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荫3 月 26 日讯袁我校被评为 2012 年度法制及
安全教育先进单位袁常务副校长高毅获评 2012 年
度学校法制教育先进个人遥
荫在 3 月 14 日举行的中山市初三年级数学
竞赛中袁我校学子 12 人获一等奖袁11 人获二等奖袁
9 人获三等奖遥 一等奖获奖人数在市公办学校中位
居第一遥
荫4 月 8 日讯袁我校荣获野中山市优秀篮球传
统项目学校冶和野中山市优秀排球传统项目学校冶
称号曰杨树春副校长和校团委副书记尧体育教师杨
健荣获 2012 年度中山市课余训练先进体育工作
者遥
荫4 月 21 日我校师生为四川雅安地震灾区捐
款尧筹款袁表达侨中人的博爱精神遥
荫4 月 23 日袁 中山市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建团 91 周年暨五四运动 94 周年会议在我校隆
重召开遥 我校团委荣获野市五四红旗团委冶称号曰团
委书记潘焯华获评 2012 年度中山市优秀团干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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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尧刘红菱副书记尧林加良校长一起上台主持了我
校自主编写的校本教材叶女生教育读本曳首发仪式遥
据悉袁叶女生教育读本曳已经是我校自主编写的第二
本女生教育校本教材袁该书还将作为广东省教育教
材范例在全市各级学校推广遥 会上袁领导尧嘉宾还一
起观摩了我校高二渊2冤班的女生教育主题班会课叶做
一个好女孩曳遥 同学们用生动的语言和精彩的表演
诠释了好女孩的标准以及如何成为一名好女孩即
野ECE 女孩冶遥
会后袁领导尧嘉宾参观我校以野四自渊自尊尧自
信尧自强尧自立冤冶精神和野ECE冶女生教育为主题开展
的活动展位遥 展示的项目丰富多彩袁有野明礼修身袁
耶果爷色耶添爷香冶水果拼盘 DIY 大赛袁野花 young 年
华袁美丽 de 梦冶插花比赛袁有书法尧纸艺尧绘画尧环保
小手工尧十字绣的展示袁还有礼仪互动尧啦啦操表
演尧青春期性教育有奖知识竞猜尧野美丽的青春美丽
的梦冶许愿活动等遥 领导尧来宾们和同学们亲切地交
谈尧互动袁了解同学们在活动中的体验与收获遥
春色满园关不住袁一枝红杏出墙来遥 近年来袁我
校女生教育已经成为育人新亮点遥 此前袁国务院妇
儿工委尧省妇联常务副主席尧省妇儿工委领导曾莅
校调研我校女生教育工作袁称赞我校培养野ECE 女
生冶工作理念先进袁目标明确袁制度完善袁落实到位袁
效果显著袁 是全省乃至全国女性教育工作的典范袁
值得推广和借鉴遥

我校举行
“华侨文化大讲堂”
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First Lecture of 野The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Lecture Hall冶 Was Grandly Held
in Our School
5 月 7 日下午袁我校野华侨文化大讲堂冶启动仪式暨首次讲座在蔡冠深大
礼堂隆重举行遥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潮龙起教授尧常务副校长高毅等领
导出席大会遥
启动仪式上袁高校长首先致辞遥 他说袁华侨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优
良传统袁同时又充分吸取了异国异域的文化精华袁始终代表了文化的先进性
和世界性袁在推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袁始终站在变革的前沿袁起着先
导和催化作用遥 新时期广东精神和中山人精神的建设袁离不开华侨文化的滋
养袁离不开华侨精神的弘扬遥 因此袁野传承华侨文化袁弘扬华侨精神冶是我校文
化建设的永恒旋律袁自然也应成为我校文化育人的一条主线遥 青年人最富有
朝气尧最富有梦想袁让我们大力弘扬华侨文化袁实现我们的侨中梦袁实现我们
的中国梦浴
野华侨文化大讲堂冶启动仪式得到了华侨最高学府要要
要暨南大学的大力
支持袁暨大华侨华人研究院潮龙起教授为师生作了主题为野华侨文化与中国
梦冶的讲座遥 潮教授诠释了中国梦的内涵袁他说袁中国梦是个人梦尧国家梦和
民族梦的有机统一袁最终实现野人民幸福袁民族振兴袁国家富强冶的目标遥 潮教
授从现今华侨华人的概貌讲起袁结合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生动的故事袁阐
述了华侨文化的特质院开放兼容尧敢为人先袁恋祖爱乡尧团结奉献袁重教尚义尧
实业兴国袁克勤克俭尧顽强打拼遥 讲座十分精彩袁赢得了阵阵掌声遥 他让同学
们对华侨历史和华侨文化有了一个更深刻尧更全面的认识遥 同学们都表示意
犹未尽袁受益匪浅遥

暨南大学教授潮龙起作专题讲座

中国梦 中山梦 侨中梦
要要
要我校隆重举行第四届国际文化节
The Chinese Dream, Zhongshan Dream, QZ Dream -the Fourth Session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Festival Was Grandly Celebrated in Our School

一年一度的国际文化节袁聚世界文化精髓袁品
中山和美声韵袁享侨中节日盛会遥 4 月 28 日下午袁
我校野中国梦窑中山梦窑侨中梦冶第四届国际文化节
在高中部新运动场隆重举行遥 常务副校长高毅等

学们自行设计跳蚤市场尧 摊位游
戏袁锻炼策划能力尧创造能力尧动手
能力和协调能力袁 在实践中学习袁
在快乐中成长遥
环保时装秀秀出绿色校园袁
多彩文化尽展各国神韵遥 各班的
模特轮流上台袁 展示自己设计尧
加工的环保服装遥 才艺表演中袁
校合唱团尧校舞蹈队尧校街舞社尧
B-box 队尧武术队尧摇滚乐队等
学生社团分别带来了精彩的演
出遥 此外袁特邀嘉宾中山电台 DJ
子君等也倾情演出遥 与此同时袁
跳蚤市场与游戏摊位更是热闹非
凡遥摊位前稀奇古怪的招牌尧各具
特色的口号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使
人目不暇接袁同学们热情高涨袁叫
卖声一浪高过一浪遥除了学生袁校
领导尧 老师和家长也纷纷光顾摊
位袁出钱出力袁为野市场冶增添人
气遥 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学生
的摊位摆出了自行设计的机器
环保时装秀表演
人袁被围得水泄不通遥
领导出席活动袁 参加活动的还有部分家长代表及
国际文化节袁 充分展示了广大侨中师生的中
全体高一尧高二年级的师生遥
国梦尧中山梦尧侨中梦袁表达了我们的爱国爱乡爱
国际文化节是一次隆重的聚会袁 侨中学子在
校之心尧强国之愿尧报国之志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
这里开拓视野袁领略世界风情袁体验多元文化遥 同
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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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藩市尤方玉屏学校师生访问我校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You Fang Yu Ping School of San Francisco, USA Visited Our School
3 月 26 日上午袁由美国三藩市尤方玉屏学校
师生和家长组成的访问团莅临我校进行访问交
流袁受到了我校常务副校长高毅尧副校长林子孚
等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交流中袁来访学生走进体育课堂袁与我校学
子一起上课袁他们在课堂上相识尧相熟袁很快就打
成一片袁似老朋友久别重逢遥 篮球场和排球场上袁
男尧女生分别举行了友谊赛袁双方学子你追我赶袁
各自展示着精彩的球技遥 场边加油的老师尧同学
更是热情高涨袁掌声不断遥 我校部分同学在比赛
间隙还跳起了活力四射的啦啦操袁让访问团师生
眼前一亮遥 友谊第一袁比赛第二袁在球场上的拼
搏尧竞争袁更是加深了双方的情谊袁在运动中交
流袁在交流中快乐遥 愿这份快乐永存心里袁愿这份
友谊地久天长遥
随后袁 高校长在蔡冠深报告厅作专题报告遥
他从国际知名的校董会尧 全国一流的师资队伍尧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尧如火如荼的国际交流等方
面详细介绍了我校办学情况遥 高校长表示袁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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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著名学校建立友
好合作关系遥 今后袁学校将进一步加大野走出去袁
引进来冶的力度袁加快我校办学现代化尧国际化的
步伐袁实现野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冶华侨中学的
目标遥 高校长说袁去年此时袁尤方玉屏学校访问团
首次踏进侨中校园袁我们被你们的热情尧礼貌和
风度所深深吸引袁两校在交流中建立了亲密的合
作关系袁望两校学子以此为契机袁深化友谊袁加强
联系袁为两校的合作交流拉起一条坚固的纽带遥
尤方玉屏学校校长司徒林志仪表示袁非常高
兴来到侨中袁感谢侨中的盛情接待遥 侨中的办学
经验袁侨中人的热情好客袁侨中美丽的校园袁都给
人回家般的感觉遥 欢迎侨中师生作客尤方玉屏学
校袁加深两校的友谊袁加强两校的合作遥
交流会上袁来访团还观看了我校宣传片叶跨
越之桥曳遥 中午袁双方在 B 栋大堂合影留念袁依依
惜别遥 送别朋友之后袁同学们说袁这样的交流活
动袁 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英语表达与实际应用水
平袁更是结识了新朋友袁提高了个人素养袁拓宽了
国际视野袁有助于更快地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世界
侨中人遥
两校领导尧老师尧学生合影

07 届校友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刘颖归宁

Liu Ying, Alumnus of the Year 2007, PhD Studen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turned to Alma Mater
显奖学金冶袁中山市优秀团干
部曰在大学阶段袁获国家奖学
金袁 中山大学优秀学生一等
奖学金袁 中山大学优秀学生
干部袁 中山大学优秀团支部
书记袁 中山大学亚运会志愿
服务铜奖袁 中山大学亚残运
会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等荣
誉遥 她把进入大学第一年所
获得的国家奖学金和中山大
学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总数
10000 元全 额 捐 给 了 母 校 袁
发起成立了 野中山市华侨中
学助学基金冶遥现就读于香港
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社会
福利哲学硕士博士衔接课
程袁 主要研究方向是青少年
与家庭袁 社会政策袁 社会服
务遥 现已有多篇学术论文在
国际期刊或会议上发表遥 课
余以义工身份协助学系青少
年与家庭实务研究中心的多
元家庭小组和家庭辅导的前
线实务与研究工作遥
07 届校友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刘颖渊二排中冤与初三学生合影
刘颖校友回顾了自己在
侨中六年的学习生涯袁 介绍
4 月 3 日下午袁07 届优秀毕业生袁现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刘颖来
了自己在学习上的一些方法袁 并且多次感谢学校为她提供了广阔的
我校初中部袁为即将中考的初三学弟学妹作报告遥
发展空间袁为她在大学和博士阶段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遥 会上袁
刘颖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研究生袁 中山市华
刘颖校友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关于学习尧 理想尧 选择等多方面的问
侨中学校友会常务理事遥 2001-2007 年就读于中山市华侨中学袁完成
题遥 报告结束后,刘颖还来到初三渊20冤班袁近距离地接触了初三年级
初中和高中阶段学习袁于 2007 年考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
的同学袁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袁还为他们加油打气遥 刘颖校友谦
系社会工作专业遥在中学阶段袁曾获广东省野三好学生冶袁中山市野吴桂
和的微笑袁优雅的气质赢得了同学们的喜爱遥

“悦动嘉人 秀我风采”
要要
要珠江形象大使冠军罗悦嘉校友见面会

Elegant Demeanour Show——
—Luo Yuejia, Champion of The Pearl River Ambassador,
Had a face-to-face Talk with the Students of Our School

3 月 7 日下午袁野悦动嘉人 秀我风采要要
要珠江形象大使冠军罗
悦嘉校友见面会冶在我校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袁09 届校友尧珠江
形象大使冠军罗悦嘉亲临现场袁与我校女生进行面对面的互动遥 常
务副校长高毅尧副校长郑玉良等领导出席了见面会遥
采访中袁罗悦嘉向学妹们详细介绍了她的成长经历袁特别是参
加 2012 年珠江形象大使竞选大赛尧 担任 2010 年广州亚运礼仪引
导员的经历袁分享了她的心得与收获遥 同学们听得聚精会神袁为罗
悦嘉的智慧尧美丽尧才能而不时地爆发出阵阵掌声遥 接着袁罗悦嘉回
忆起了当年在侨中度过的美好的中学时代遥 如今袁 母校的飞速发
展袁校貌的日新月异袁看上去有了几分陌生袁但母校的精神尧母校的

文化袁还有那些可亲可敬的
老师们袁 却是那样的熟悉遥
她说袁无论何时袁无论走到
哪里袁母校始终是心中的牵
挂袁特别是母校野自强不息袁
敢争第一冶的精神始终勉励
着自己袁不断进步袁追求 卓
越遥
会上袁校礼仪队队员们
进行了礼仪展示遥 罗悦嘉对
她们的表现给予了 高度 评
价袁 并亲自给队员 们作 示
范袁指导她们在细节上做得
更好遥 她说袁礼仪队一般是
在大学里才有的社团袁没想
到侨中也有袁而且还做得如
此出色遥 她回忆说袁侨中校
园文化浓厚袁社团活动非常
丰富袁她在读书时迷上了播
音主持袁爱上了在舞台上微
笑的感觉遥 曾获得过广东省
举办的野闪耀青春冶司仪 大
赛亚军的好成绩袁学习民族
罗悦嘉渊前排冤和学妹们表演叶惊鸿舞曳
舞蹈并通过十级考 试遥 此
外袁 她还担任过学生会宣传部部长袁 参加过很多有意义的社团活
动遥 学校培养野刚健尧关爱尧优雅冶的 ECE 女孩理念更是引领着她不
断成长袁在侨中学习期间袁不仅收获了成绩袁更是收获了一份美丽袁
一种自信袁一段快乐遥 随后袁罗悦嘉与学妹们展开了进一步的互动袁
热心回答了她们的所有提问遥 她还和学妹们一起袁带来了精彩舞蹈
叶惊鸿舞曳及动听的歌曲叶爱要坦荡荡曳袁美妙的舞姿和歌声将本次
校友见面会推向了高潮遥
校友见面会展现了当代侨中学子文明礼仪尧 朝气蓬勃的青春
新风貌袁进一步丰富了我校女生教育的内涵袁并扩大了女生教育的
品牌影响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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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届校友耶鲁大学博士生尹若楠回校作报告
Yin Ruonan, Alumnus of the year 2009, PhD Student of Yale
University Delivered a Speech to Junior High Students in Our School
为激励学生明确理想尧 刻苦奋
进袁2 月 25 日下午袁 远洋城校区举
行了一场隆重的报告会袁 邀请杰出
校友耶鲁大学博士生尹若楠回校与
学弟学妹们交流成长心得遥
尹若楠是我校 09 届校友袁2003
年要2009 年在我校初高中部就读遥就
读期间表现优秀袁高中时曾担任我校
学生会副主席遥 他目标远大袁理想执
着袁成绩越来越优秀袁于 2009 年考入
上海交通大学遥 大学期间袁成绩连续
三年获年级第一遥 大三时交流到新加
坡国立大学并获得留学奖金曰同年代
表中国大学生参加世界大学生遗传
机器设计竞赛获得亚洲区第一名遥 因
表现突出被耶鲁大学录取为生物医
学癌症方向博士生袁并获得全额奖学
金遥
报告会上袁 他诚挚地向母校的
恩师致谢袁 并大方而幽默地与学弟
学妹们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遥 他在报告中将自己
的成功经验归为两条院1.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曰2.梦想
是第一源动力遥 他鼓励大家有梦想就去追逐袁制定实
现目标的计划袁 以脚踏实地的行动袁 一步一步地坚
持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遥
尹若楠同学自信而谦虚的态度尧 清新而幽默的语

09 届校友尹若楠作报告
言深深地折服了与会的学弟学妹遥 大家踊跃提问袁与学
兄探讨如何面对成功路上的困惑尧 如何面对挫折尧野中
国梦冶与野美国梦噎噎掌声一阵阵地响起遥
采访中袁同学们表示院侨中是我家袁辉煌靠大家浴
要以尹若楠同学作为标杆袁发奋图强袁将侨中人野自
强不息袁敢争第一冶的精神更加坚毅地传承下去遥

青青子衿 悠悠“侨”
心
——
—侨中年轻校友重回母校
Life-long Love to Alma Mater 要Young Alumni Coming Back to School
2013 年 2 月 2 日袁高中部校园内人头攒动袁欢声笑
语遥 侨中近年毕业的年轻校友纷纷重回母校袁参加学校
举办的青青子衿袁悠悠野侨冶心要要
要青年校友联谊活动袁
重叙野侨冶情遥
校友们再一次走在侨中的校道上袁一起回忆起在侨
中生活的点点滴滴袁时光好像逆流到了昨天遥 教室尧状元
林尧桂园尧锦鲤池噎噎勾起深深记忆曰新运动场尧新宿舍尧
新饭堂尧正在建造中的新校门噎噎带来无限欣喜遥 同学
们或三三两两袁漫步校园袁回忆过去袁合影留念曰或围坐
在昔日恩师周围袁嘘寒问暖袁汇报近况袁展望未来遥 团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尧2003 届校友罗必立参观完校园后感慨
地说院野现在的母校校园绿树成荫尧环境优雅袁新建筑充
分体现南洋建筑风格袁学校耶侨爷味更浓袁在这样的环境
下学习和生活袁师弟师妹们实在是太幸福了遥 冶
交流会上袁2012 届学生会副主席尧 高考全市理科总
分状元尧全省前十名刘曼同学袁刚刚考取美国耶鲁大学
全额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的 2009 届学生会副主席尹若
楠同学袁以及往届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听取了学校近年

在高考中考成绩尧校园品牌建设尧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介绍
后袁纷纷对母校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遥 随后袁现任团委
学生会干部给学长尧 学姐们介绍了学生会近一年的变化
和成功举办的大型活动袁 校友们纷纷表示侨中的学生会
一年比一年好袁干部一年比一年出色袁活动一年比一年精
彩遥
学校因校友而精彩袁校友成功袁母校成功遥 虽然校友们
已经离开了母校袁或刻苦求学袁或拼搏于各自领域袁但是母
校依然时刻关注着校友的发展遥 校友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关
心母校袁回馈母校袁他们成立各届校友会袁为学校的发展建
言献策曰捐资奖教奖学袁到目前为止我校设立了曾玉桥奖教
奖学助学基金尧冯文晖奖教奖学基金尧刘锐谦教师专业发展
基金尧 朱锡源班主任专业发展基金等四个以校友命名的基
金会袁他们以实际行动关心和支持母校的发展遥
野暑假袁 还要再回来一次袁 太怀念侨中袁 太想念你们
了遥 冶尧野才两年没回来袁母校校园实在是变化太大了袁真是羡
慕嫉妒浴浴浴 冶尧野祝愿母校越办越好袁侨中给力浴 冶噎噎青青子
衿袁悠悠野侨冶心袁签名板上袁校友们留下了对母校的祝福遥

校友签名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