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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市委尧市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市教体局的正确领导下袁全体侨中人发扬野自强不息尧敢争第一冶的精神袁齐心协力袁顽强拼搏袁实现了 2015年高考中考的历史新跨越袁续写了
野清华北大年年有袁世界名校届届出冶的辉煌袁进一步彰显了野低进中出袁中进高出袁高进优出冶的人才培养的野深加工能力冶袁向社会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Students Achieved Great Triumphs in 2015 College &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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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柳谦 清华大学李瑞洋 清华大学

刘美君 伊利诺香槟大学

卢裕桦 北京大学

卢裕蕙 北京大学

卢裕盛 清华大学

陆泳仪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
亚大学

王凯利 北京大学

吴佩莹 伦敦国王学院

杨思婕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杨紫嫣 北京大学

赵冬 德克萨斯大学周丽华 悉尼大学

2013年 潘淑蓓 北京大学 市文科总分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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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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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李星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015年 李瑞洋 清华大学全市理科总分第二名；
杨紫嫣 北京大学
王凯利 北京大学
金柳谦 清华大学
卢裕蕙 北京大学
卢裕盛 清华大学
卢裕桦 北京大学
陆泳仪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杨思婕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吴佩莹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赵 冬 德克萨斯大学
刘美君 伊利诺香宾大学
周丽华 悉尼大学

一尧硕果飘香袁再创辉煌
参加高考人数 1707人袁重点本科上线 561人袁上线率达 32.86%袁比

去年增加 148人袁实际录取重点本科 633人袁比去年增加 180人袁重点本
科升学率达 37.08%袁比市预测指标渊259人冤增加 374人袁任务完成率达
244.4%遥

本科以上上线 1566人袁上线率达 91.74%曰比去年增加 50人袁比市
预测指标渊1298人冤增加 268人袁实际录取 1582人袁录取率达 92.68%曰
考生 100%上专科以上大学遥

二尧尖子突出袁全市第二
李瑞洋以 691分夺得全市理科总分第二名袁杨思婕以 146分夺得英

语单科市状元遥

李瑞洋尧杨紫嫣尧卢裕蕙尧金柳谦尧卢裕盛尧王凯利尧卢裕桦共 7位同
学被清华大学尧北京大学录取遥 全校共有 6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100的
名牌大学录取遥
三尧侨生班百花争艳
侨生班重点本科录取 77人袁录取率达 85.6%曰本科录取 89人袁录取

率达 98.9%遥 侨生班有 6人被清华北大录取遥 31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300的大学录取遥
四尧国际班首战告捷
首届国际班 14位同学全部考上世界排名前 300的大学遥 5位同学

被世界排名前 100的名牌大学录取袁陆泳仪同学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录
取并获该校奖学金遥

高考实现历史新跨越
Historic Leap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7月 31日晚袁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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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我校校董会副董事长尧奖教基金会主席蔡冠
钦专程返回学校袁在广东省名校长林加良的陪同下出席了颁奖大会遥 出
席大会的还有我校副校长郑玉良尧何嘉莹尧陈海鸥等领导以及获奖学生
代表和 2016届高三年级全体师生遥
颁奖大会上袁蔡冠钦为获奖学生代表颁发奖学金遥 考上清华北大的

李瑞洋尧杨紫嫣尧王凯利尧金柳谦尧卢裕蕙尧卢裕盛尧卢裕桦等 7位同学分
别荣获蔡继有高考奖学金 8万元袁 中考全市前 100名的同学荣获中考
奖学金 1万元遥
会上袁林加良和蔡冠钦分别致辞遥
林加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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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袁并向各位获奖的同学表示热烈的祝贺遥 他说袁野我校
高考和中考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袁 跟校董会特别是蔡氏家族
多年来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袁蔡氏家族的奖学助学义举袁深深激励着

我校学子奋发图强冶遥 同时袁林加良希望广大侨中学子以获奖同学为榜
样袁明确目标袁发奋学习袁不辜负蔡氏家族对大家的深切期望袁为母校争
光添彩遥
蔡冠钦为我校今年高考尧中考所取得的骄人成绩感到无比欣慰袁并

代表校董会对所有获奖同学表示热烈祝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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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学生代表李瑞洋同学在发言中向校董会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袁并表示将铭记校董和母校的教导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袁力争
取得更好的成绩袁不辜负校董尧老师和家人的期望袁回报社会各界的支
持与厚爱遥

随后袁蔡冠钦向获奖同学颁赠支票袁并与林加良等领导尧嘉宾一起
和同学们合影留念遥

我校举行 2015年蔡继有高考中考
奖学金颁奖大会

2015 Choi Kai Yau Exam Scholarship Awards-giving Meeting Was Held in Our School

2005耀2006学年度省三好学生院张展鹏
2006耀2007学年度省三好学生院叶 繁

2007耀2008学年度省三好学生院张晓芸
2008耀2009学年度省三好学生院李雨曼
2009耀2010学年度省优秀学生院邓 颖

2011耀2012学年度省优秀学生院刘 曼

2012耀2013学年度省优秀学生院宋贺奇
2013耀2014学年度省优秀学生院黄芷蓥
2013耀2014学年度省优秀团干部院龙上邦
2013耀2014学年度省优秀学生院欧泳芬
2014耀2015学年度省优秀团员院李瑞洋

2005-2015年获省优秀学生、
省三好学生、省优秀团员名单

The Name Lists of Provincial Outstanding Students, Provincial Merit Students and Provincial Excellent League Members from 2005 to 2015

中考、竞赛喜获丰收
Great Success in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s and Competitions

一尧全市前 100名我校有 11人
初三 14班院李剑文尧关迪航
初三 15班院黄杏如尧廖玉莹尧林伟艺尧吴芮尧郑智聪
初三 16班院梁伟乐尧梁嘉杰尧徐金妍
初三 17班院邓展鸿
初三 18班院许正彬尧周晓升尧江汀兰尧林韵尧黄文杰

二尧500分以上的高分学生我校有 16人
三尧达到我校高中部录取分数线渊442分冤有 341人袁达线率 43.4%袁

比上一年提高了近两个百分点遥
四尧学科竞赛异彩纷呈袁初三数学尧物理尧化学竞赛获奖人数全市最

多袁其中袁28人获市一等奖袁黄茵彤尧陈蔚胤等五位同学进入全市前十
名遥

周晓升 509分

郑智聪 505分 黄杏如 504分 徐金妍 504分

邓展鸿 503分 黄文杰 502分 梁伟乐 500分

廖玉莹 500分 林伟艺 500分 许正彬 500分

2002年 李 健 市高考总分第一名袁 梁倩婷 综合科市第一名曰
2003年 杜君裕 生物竞赛全省第一名曰
2003年 方俊炜 市高考政治第一名袁 黄伟燕 市地理第一名袁

甘彩霞 市综合科第一名曰
2004年 马文强 市物理第一名袁 吴青晖 市政治第一名曰
2005年 黄校艺 市化学第一名曰
2006年 袁燕焕 市政治第一名曰
2007年 程文峰 市文科基础第一名曰
2008年 叶倩儿 市文科总分尧语文单科野双料状元冶曰

高瀚翔 市理科数学第一名曰 黎炜驰 市理科基础第一名曰
毛 琪 市化学第一名曰

2009 年 冼嘉岐尧李巧诗尧肜博辉尧曹浩坤尧梁雅雯尧周智恒尧黄永滔 7 位

同学理科基础并列省第一名曰 卢绮婷 市语文第一名曰
关杰浩 市理科数学第一名曰

2010年 叶梓玄 恢复高考以来市首位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学生曰
2011年 冯敬林 以满分夺得体育术科省第一名曰
2012年 刘 曼 市理科总分第一名袁全省前十名曰

何灏天 市语文第一名曰
2013 年 潘淑蓓 省文科总分前 10名袁省文科数学第一名曰

市文科总分第一名曰
林诗敏 港澳台侨联考全国前五名袁市第一名曰
邢紫竹 市语文第一名曰

2014年 龙上邦 市理科综合第一名曰
2015年 杨思婕 市英语单科第一名遥

2002-2015年获市高考总分、单科状元名单
Name Lists of the Top Student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 2002 - 2015)

吴芮 510分

校董会副董事长尧奖教基金会主席蔡冠钦等领导与部分获奖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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