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31日晚，2014年蔡继有高考中考奖学金颁

奖大会在我校高中部蔡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校董

会副董事长、奖教基金会主席蔡冠钦，校董会副董事

长杨凯山专程返回学校，在校长林加良的陪同下出

席了颁奖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蔡继有基金理事长

李联辉、部分副校长、高三年级主任以及获奖学生代

表和 2015届高三全体师生。

颁奖大会上，蔡冠钦和杨凯山两位副董事长为获

奖学生代表颁发了奖学金。考上北京大学的龙上邦、

王艳卿 2位同学分别获得蔡继有高考奖学金 8万元，

中考全市前 100名的同学也分别获得中考奖学金 1

万元。

林加良校长和蔡冠钦副董事长分别致辞。林校长

说：“我校高考和中考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

离不开校董会特别是蔡氏家族多年来的鼎力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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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着一届又一届侨中学子奋发

图强，也促进了中山教育事业的发展。”林校长希望广

大侨中学子以获奖同学为榜样，自强不息，敢争第一，

以优异的成绩回报蔡氏家族，回馈社会，努力做一个

具有中国灵魂和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

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世界侨中人。

蔡冠钦副董事长为我校今年高考、中考所取得的

骄人成绩感到无比欣慰。同时，他祝贺所有获奖学生，

并希望他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里，继续努力，保持谦

虚的作风，发挥自己所长，不辜负社会对他们的期望。

也希望他们能将更好的学习经验传授给学弟学妹，让

学弟学妹以他们为榜样，志存高远，为自己的人生描

绘一幅美丽的蓝图。

龙上邦代表获奖学生发言，对我校校董会致以衷

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表示将会继续努力，争做具

有“国际视野、世界胸怀”的国际化人才，继承蔡氏家

族爱国爱乡、崇德行善、倾情教育、关爱后辈的优良传

统，用自己的才华和行动来报答祖国，回馈社会。

蔡继有高考中考颁奖大会隆重召开
Choi Kai Yau Scholarship Award Ceremony Opened

罗悦源 511分 许均菊 5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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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竞赛全省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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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婧瑶 新加坡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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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麦龙辉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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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玹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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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潘淑蓓 北京大学市文科总分第一名，省前 10名，省文科数学状元

林诗敏 北京大学 港澳台侨联考全市第一名，全国第五名

朱 婧 北京大学

文孝珍 清华大学

黄麒冲 清华大学

黎敏静 清华大学

谷秋实 剑桥大学

马 畅 牛津大学

余 健 悉尼大学

徐健怡 悉尼大学

吴子欣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

刘美娟 波士顿大学

黄雪雅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余婷婷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

何詠琪 澳门大学

2014年 龙上邦 北京大学

王艳卿 北京大学

陈嘉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锜李雨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梁楚冰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梁玉莹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向江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郑颖昕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李星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清华北大年年有 世界名校届届出
Tsinghua and Peking Universities Admission & World Top Universities Enrollment Ever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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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Victories by Leaps and Bounds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Song of Triumph over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Senior High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the year 2014

编者按院过去一个学年袁在中山市委尧市政府的亲切关怀
及市教育和体育局的正确领导下袁侨中人发扬野自强不息尧敢
争第一冶的精神袁大力实施野名校+侨校冶发展战略袁打侨牌袁铸
品牌袁用先进的华侨文化引领袁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华侨
中学袁实现了学校的跨跃式发展遥 高考尧中考再攀新高袁进一
步彰显了野低进中出尧中进高出尧高进优出冶的人才培养的深
加工能力袁为侨中 60周年校庆献上了一份厚礼遥

一尧全线飘红袁再创辉煌遥
参加高考人数 1658人，重点本科上线 413人，上线

率达 24.9%，比去年增加 91人，比市预测指标（139人）

增加 274人，完成率达 297 %，实际录取 452人，重点本

科升学率达 27.3%。

本科以上上线 1516人，上线率达 91.44%，比去年

增加 192人，比市预测指标（1194人）增加 322人，完成

率达 127%，实际录取 1552人，本科升学率达 93.6%。

专科以上升学率为 100%，全市第一。

二尧尖子突出袁全市第二遥
文科总分前十名，我校有 2人，排全市第二。理科

总分前十名，我校有 1人。市文、理科总分前十名，我校

共有 3人，排全市第二。其中：

黄如蕙同学以 649分获得市文科总分第三名，被南

京大学录取；

周俊贤同学以 647分获得市文科总分第 6名，被中

山大学录取，获中山大学 4万元人民币奖学金；

龙上邦同学以 674分排全市理科总分第 7名，并且

以 287分夺得市理科综合单科状元，被北京大学录取。

三尧考入名校袁百花争艳遥
保持了“清华北大年年有，世界名校届届出”的优

良传统，2位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7位同学被多伦多大

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排前 50名的大学录取。

四尧侨生班全国联考袁再创新高遥
54人参加全国港澳台侨生联考，全部达到本科以上，

本科升学率为 100 %；50人突破重点线，重点本科升学率

为 92.6 %，创历史新高。王艳卿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

高考重点本科首次突破 400人
本科以上首次突破 1500人

2014 Saw Over 400 Students Enrolled by Key Universities and Over 1500 Admitted to Universities for the Frist Time

一、全市前 10名有 2人，前 100名有 11人。

徐 可：518分 黄 滢：518分

谢崇谦：516分 张佳婧：516分 夏小奇：513分

何怡君：513分

彭海彪：512分 王兆雪：512分 梁嘉敏：511分

罗悦源：511分

许均菊：510分

二、500分以上高分有 64人。

三、上侨中高中部正取生录取分数线（463分）有

441人，上侨中择校线（446分）有 580人。

四、单科满分有 605人。

数学 1 人 英语 9 人 物理 10 人 历史 1 人

地理 15人 生物 6人 体育 563人

五、学科竞赛取得了历年来最好成绩。

1、初三数学竞赛：5人进入全市前十名，陈恒杰、

谢崇谦同学并列全市第一，32人参赛全部获奖,18人

获市一等奖，获市一等奖人数全市最多。

2、初三物理竞赛：5人进入全市前十名，阮嘉恒、

袁满、林振洲、张帮萱、何怡君同学分获全市第三、四、

六、七、九名。37人参赛全部获奖，获奖总人数全市最

多。25人获市一等奖，获市一等奖人数全市最多。

3、初中化学竞赛：6人进入全市前十名，周子桢同

学全市第一，陈恒杰、张帮萱同学并列全市第二，王兆

雪、林振洲、林致远同学并列全市第五。33人参赛全部

获奖，获奖总人数全市最多。22人获市一等奖，获市一

等奖的人数全市最多。

4、广东省初中生物学联赛：5人进入全市前十名，王兆

雪同学全市第一，陈文鑫、林振洲同学并列全市第四，廖晴

君全市第七，何怡君全市第十。20人参赛全部获奖，获奖人

数全市最多。16人获市一等奖，获市一等奖人数全市最多。

中考、竞赛全面丰收
Great Success in 2014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Competitions

黄滢 518分渊全市前 10名冤徐可 518分渊全市前 10名冤 谢崇谦 516分 张佳婧 516分 夏小奇 513分

何怡君 513分 彭海彪 512分 王兆雪 512分 梁嘉敏 511分

龙上邦

北京大学

王艳卿

北京大学

黄茹惠

市文科总分第三名

周俊贤

市文科总分第六名

陈嘉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李星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李雨锜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梁楚冰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梁玉莹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向江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郑颖昕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2005~2006学年度省“三好学生”：张展鹏

2006~2007学年度省“三好学生”：叶 繁

2007~2008学年度省“三好学生”：张晓芸

2008~2009学年度省“三好学生”：李雨曼

2009~2010学年度省“优秀学生”：邓 颖

2011~2012学年度省“优秀学生”：刘 曼

2012~2013学年度省“优秀学生”：宋贺齐

2013~2014学年度省“优秀团员”：黄芷蓥

2013~2014学年度省“优秀团干部”：龙上邦

2013~2014学年度省“优秀学生”：欧泳芬

2005—2014获省优秀学生
省三好学生、省优秀团员名单

The name list of provincial outstanding students, miyoshi students and excellent

league members from the year of 2005 to 2014

2011-2014年高考录取人数和录取率

2002年 李 健 市高考总分第一名，梁倩婷 综合科市第一名；

2003年 杜君裕 生物竞赛全省第一名；

2003年 方俊炜 市高考政治第一名，黄伟燕 市地理第一名，甘彩霞 市综合科第一名；

2004年 马文强 市物理第一名，吴青晖 市政治第一名；

2005年 黄校艺 市化学第一名；

2006年 袁燕焕 市政治第一名；

2007年 程文峰 市文科基础第一名；

2008年 叶倩儿 市文科总分、语文单科“双料状元”；高瀚翔 市理科数学第一名；

黎炜驰 市理科基础第一名；毛琪 市化学第一名；

2009年 冼嘉岐、李巧诗、肜博辉、曹浩坤、梁雅雯、周智恒、黄永滔 7位同学理科基础并列省第一名；

卢绮婷 市语文第一名；关杰浩 市理科数学第一名；

2010年 叶梓玄 恢复高考以来市首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学生；

2011年 冯敬林 以满分夺得体育术科省第一名；

2012年 刘 曼 市理科总分第一名，全省前十名；何灏天 市语文第一名；

2013年 潘淑蓓 省文科总分前 10名，省文科数学第一名；市文科总分第一名；

林诗敏 港澳台侨联考全国前五名，市第一名；邢紫竹 市语文第一名；

2014年 龙上邦 市理科综合第一名。

2002—2014获市高考总分、单科状元名单
The name list of the municipal champions of total score and separate course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from the year of 2002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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