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袁刘曼获市高
考理科状元尧省前十名

学生宿舍

运动场

2002年 李 健 清华大学 市高考总分状元
2003年 杜君裕 新加坡国立大学 化学竞赛全省第一名
2004年 陈伯君 北京大学
2005年 陈广球 清华大学

何汉清 清华大学
2006年 黄校艺 北京大学
2007年 邱文辉 清华大学

元东俊 清华大学
2008年 叶倩儿 北京大学 市高考文科总分、语文单科“双料状元”

苏伟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黄也尘 香港中文大学
冯龙胤 香港中文大学

2009年 卢绮婷 北京大学 市高考语文单科状元
2010年 邓 颖 北京大学

肖 瑶 清华大学

2011年 麦龙辉 清华大学
梁 晶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2012年 刘 曼 清华大学 市理科总分状元 省前十名
赵恩斌 北京大学
李敏苑 北京大学
玹张 硕 北京大学
郑昭敏 香港大学
王艾婧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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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逸思 英国国王学院
刘思隽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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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华侨中学是广东省首批省一级学校、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中华文化传承基地、省绿色学校、省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示范学校、省校园安全文明学校、省体育特色学校、省红十字模范校、省特级档案综合管理学校；校党委获评省教育系统“先进基

层党组织”，学校被确立为省教育系统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示范联系点（全省只有 3所中学获此殊荣，而中山只有一所）；校团委获评省

五四红旗团委。学校坚持“名校＋侨校”的发展战略，秉承“自强不息，敢争第一”的校训，提出“办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的办

学愿景，打造以“侨牌”为龙头的十大品牌，即华侨文化、女生教育优先、世界公民教育、生本高效课堂、华侨文化校本课程、华侨文化三

元色（学校标志）、陈嘉庚式建筑、精细化管理、对外教育交流、名师工作室十大品牌。实现“品牌校长 +品牌教师”办品牌学校培养品

牌学生的奋斗目标。广泛开展“以和谐发展为方向，以学生自主为原则，以华侨文化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着眼学生的长远发展，用

华侨文化培育人，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升级，塑造了大批“爱国爱乡、崇德行善、刚健进取、国际视野、世界胸怀”的世界侨中人。

热烈欢迎全市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中山市华侨中学
Warmly Welcome All This Year's Junior High Graduates of Zhongshan City to Enter Yourselve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了“一高（理想前途教育，着眼学生的长远发

展）”、“一实（习惯养成教育，着眼学生基本道德素质的培养）”、“一特（华

侨文化教育，着眼学生华侨精神特质的培养）”的德育新思路，引导学生

做好“生涯规划”，确立人生理想，培养良好的习惯，激发学习兴趣和动

力。在侨中，没有“后进生”，只有“后劲生”。对待学生，以激励教育为主，

多角度多方位肯定每一位学生。实现了人才培养的“低进中出，中进高

出，高进优出”，保持了高考“清华北大年年有，世界名校届届出”的优良

传统。2012年高考重点本科录取 307人，录取率达 19.3%；本科以上录取

1373人，录取率达 86.6%；专科以上录取 1580人，录取率达 99.4%。刘曼

同学夺得全市理科总分状元，全省前十名。4人考入清华北大，8人进入

世界排名前 50的大学。连续八年荣获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评价先进学

校。

港澳台侨学生单独编班，按照国家港澳台侨考生高考联合招生考试

大纲和考试科目要求开设基本课程，增设国际课程。与有“华侨最高学府”

美誉的暨南大学缔结了友好合作关系，借风借力办好侨生班。目前已招 5

届，2012年 49人参加高考，重点录取 43人，录取率达 87.8%，本科以上录

取 48人，录取率达 98%。三位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广东省妇联、省妇儿工委等部门的领导、专

家莅临我校调研女生教育工作，赞扬我校培养“ECE（刚健、关爱、进取）

女生”的经验和做法是全省乃至全国女性教育工作的成功典范。《中国教

育报》以《以文化管理引领更多学校前行》为题、《广东教育》以《用文化引

领前行》为题，介绍我校的办学特色和成功经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薛晓峰在与部分高中校长座谈时，高度肯定了我校的深加工能

力：“注重入学教育，以低进中出、中进高出、高进优出为培养目标，这也

是人才培养的转型升级。”

校风一流 成绩显著
First-class School Spiri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3年高中招生章程

学校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to Our School

姻清华北大年年有 世界名校届届出

高中部位于石岐区，处全市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带，资讯发达，

交通便利。毗邻轻轨中山北站，黄圃、南头、东凤、小榄、古镇、东升、南

朗、开发区的学生乘轻轨几分钟即可到达；其他镇区均有公交车直达轻

轨中山北站。

校园环境优美，状元林、桂园、空中花园等多个园林名树林立，花香

鸟鸣，清幽怡人。教室全部装有空调和高标准教学平台；宿舍全部有空

调；饭堂是全市首家达标的省 A级食堂。政府新拨 76亩用地扩建工程

进展顺利，篮球场和拥有 400米跑道的新运动场已建成，一座容纳 2640

名学生住宿的新宿舍和一座容纳 3500人同时就餐的新饭堂已投入使

用。改建、扩建后的侨中校园建筑将突显“穿西装，戴斗笠”的陈嘉庚式

建筑风格，充分体现华侨文化和华侨风情，成为中山市理想城市建设样

板工程。

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Pleasant Environment

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确立了“青年教师→青年骨干教师→学科

带头人→名师→专家”的教师愿景规划，并通过生本课堂、能力竞赛（解

题、命题比赛等）、师徒结对、听课研讨、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教案作业

评比、教学质量评价、学生评教、评选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等措施，不断

提升教师素质。目前，学校有两个省级工作室：省名校长林加良工作室

和省名师王世勋工作室，是全市唯一同时有省级校长工作室和名师工

作室的学校。省名校长林加良工作室的辐射作用日趋明显，《广东教育》

2012年第二期《用文化引领———中山市华侨中学林加良校长工作室印

象与启思》对此作了全面报道。

学校科研实力雄厚。两次荣获广东省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四次荣

获广东省侨资学校优秀办学成果奖；课题《办全国一流华侨中学的理论

与实践》成为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省级立项课题

《和谐发展教育模式下的校本课程建设与开发》荣获教育部全国“十一

五”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12个名师工作室和 10个名班主任工作室为教师成名成家搭建了平

台，一批优秀教师脱颖而出。现有全国模范教师 2名，全国优秀教师 2人；

省名校长 1人，省教育家培养对象 1人，省名教师 1人，省名班主任 1人，

省师德标兵 1人，特级教师 4人；南粤优秀教师 8人，市教育名师 6人；高

级教师 179人，有 118名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2012年，获得市优秀教

师、市中高考教学质量先进教师达 244人次。在第五届全国中小学主题班

（团、队）会课大赛中，马颖老师荣获录像课和设计方案两项国家级一等

奖；战桂芳老师荣获论文评比国家级一等奖。梁洁老师获全国信息技术优

质课比赛一等奖。在省普通高中信息技术示范展示交流活动中，高中部信

息技术科组荣获省二等奖（第四名）。在广州赛区第二届生本课堂教学比

赛活动中，张慧老师荣获省特等奖；于洋、晏祥林和魏钰婷老师荣获省一

等奖。胡依和陈晓萍老师获省青年教师优秀课评比一等奖。

师资队伍 实力雄厚
The Teachers of High Quality and Rich Experience

省名校长林加良工作室挂牌仪式 省名教师王世勋工作室挂牌仪式

学校广泛开展社团活动，现有学生社团 52个，涵盖美术、音乐、舞

蹈，文学、戏剧，武术、棋艺、茶艺以及学科兴趣等方面。红十字会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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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参加市慈善万人行表演。管乐队参加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演出，并在

管乐比赛中荣获银奖。“中学生领导力”社团参加 2012年全国第三届中

学生领导力大赛荣获“综合评比特等奖”和“优秀项目一等奖”（全国仅 5

所学校和 5个项目获此殊荣）。学校合唱团获广东省首届中小学生合唱

比赛一等奖；在星海国际合唱锦标赛上获得国际公开赛混声青年合唱银

奖，刷新了中山市参加国际合唱比赛的获奖纪录。技巧队参加全国技巧

锦标赛，获少年乙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和集体技巧项目第一名。侨苑文学

社连年获评市优秀学生社团。每年举办华侨文化节、女生节、模拟联合

国、英语辩论赛、篮球赛、排球赛、啦啦操比赛、迎新晚会及对外交流演出

等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校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广泛开展对外交流。与日本、英

国、新加坡、加拿大、美国、韩国等一批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知名学

校保持友好往来，开阔了师生的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加速了办学国际

化、现代化、多样化的进程。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暨南大学校长胡

军教授，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郭思乐教授，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

中心主任、华东师大教育学院院长陈玉琨教授等名家应邀来校作专题

报告。

校园文化 丰富多彩
Rich and Colorful Campus Culture

国际文化节 女生节

篮球比赛

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学生参加国际文化节

英语活动周

2008年袁 叶倩儿获市高
考文科总分和语文单科状元

省 A级饭堂 蔡冠深大礼堂

空中花园 状元林 啦啦操比赛

课程简介院 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部开办 A levels/SAT国

际课程班，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与世界大学接轨。学生经过 3

年的学习，通过 A levels或 SAT全球统一考试和 IELTS雅思

考试，可直接申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马来

西亚、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知名大学，包括哈佛、普林斯顿、耶

鲁、剑桥、牛津等世界顶尖大学。

办学宗旨院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外兼用的综合性人才，
为有能力且有志于到国外大学读书深造的学生提供一条宽口

径、高层次、低风险的海外升学通道。

学制院三年。课程内容院开设国际高中课程，学生完成课程
后保证升读世界排名前 300的大学。招生形式院自主招生。招
生人数院50人。学习费用院暂定第一年 6万，第二年 7万，第三

年 8万。最后以物价局审定为准。

具体安排院
1、报名时间：6月 18日前。2、报名地点：市侨中高中国际

部。

2、报名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0760-88787978

3、考试安排

科目：英语（150分）；时间：暂定 6月 23日—25日之间；

地点：市侨中高中部。

招生将严格按照上述方案执行，学生考卷送香港批阅，过

程严格保密，根据自主招生英语考试成绩确定入围资格考生名

单。获得自主招生入围资格的考生，需在中考志愿提前批填报

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部国际课程班，然后由市招生办根据中

考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中考成绩不低于 600分。

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国际课程班招生章程

梁晓琴 南粤优秀教师

2002年袁 李健获市高
考总分状元

港澳台侨及
外国籍普通生

港澳台侨及
外国籍普通生

国际课程班 详见国际课程班招生章程

仇钧 全国模范教师尧 省特级
教师尧省首届名班主任

战桂芳 省师德标兵 曹蔚雯 南粤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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