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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校被评为
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ZSQZ's Nomination as the
Demonstrative Ordinary High School Managed on Law Basis in
Guangdong Province

本版责任编辑院杨敏琪

新华集团主席尧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 4月 13日在
香港举办的野诺贝尔奖学人系列院未来领袖峰会暨社会关爱企业
计划颁奖典礼冶中袁荣膺野亚洲社会关爱领袖奖冶殊荣袁表彰其在
商业领域取得成功的同时袁致力公益尧传递关爱尧履行社会责任
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所做的贡献遥
蔡冠深博士在分享获奖感言时表示袁 新华集团充满了企业

家的热情与愿景袁现正不断扩展多元化领域袁涵盖海鲜尧房地产尧
金融服务尧信息科技尧基础设施尧媒体等领域袁跨越中国内地尧日
本尧东盟多国尧北美尧欧洲尧澳洲袁业务水平不断提升中遥

事业成功的同时袁新华致力回馈社会遥 为此袁蔡博士成立新
华基金及蔡冠深基金袁运作 30多年袁除了经营慈善事业外袁在教
育尧科技尧艺术尧文化等公共服务方面也出心出力遥 他指出袁除了
在世界不同地区兴建学校及培训基地外袁亦在越南尧日本尧中国
内地尧法国尧英国尧加拿大等地兴建文化中心袁旨在让大家欣赏及
感受文化之美袁缔造和谐遥

本次峰会及颁奖礼由亚洲首家野社会关爱企业计划冶的专业
机构要要要社会企业研究所袁以及亚洲知识管理学院主办遥 社会企
业研究所是一间非牟利组织袁旨在构建社会创新的研究平台袁表
彰各界企业及个人关爱社会及实践社会责任的精神遥 该计划设
立野亚洲社会关爱领袖奖渊个人奖冤冶尧野绿色社会关爱奖冶尧野社会
关爱企业奖冶三个大奖遥

蔡冠深博士荣获“亚洲社会关爱领袖奖”
Dr. Jonathan Choi Was Awarded 野the Leader of Social Care in Asia冶

蔡冠深董事长获颁野亚洲社会关爱领袖奖冶

侨中师生与世界羽毛球
双打冠军张尉同台竞技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ZSQZ Played Badminton with Zhangwei, the
World Doubles Champion.

5月 12日下午袁广东名校羽毛球巡演活动走进我校遥中国羽毛球男双头号世界冠军
张尉给师生们带来精彩的球技表演遥 我校校长高毅袁副校长杨树春尧林子孚尧陈海鸥等校
领导出席了活动遥 活动由广州竞技频道节目主持人李俏艺主持遥

高毅校长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对张尉一行表示热烈欢迎遥 他在致辞中向嘉宾介绍了
侨中的办学特色以及近年来在体育教学方面取得的成绩遥 高毅表示袁 学校将以此为契
机袁全面推动我校体育工作袁大力发展特色体育项目袁全面促进师生身心健康袁努力培养
更多更优秀的体育拔尖人才遥 活动主办单位代表亚太羽毛球学院林海涛先生致辞袁希望
体育活动能培养同学们的坚强尧刻苦尧专注尧团队合作精神袁提高身体素质曰希望通过举
办巡演袁让更多同学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袁参与这项运动遥

在技术表演环节中袁张尉对同学们的动作尧技术进行了细致的点评和指导遥 活动最精
彩的环节便是表演赛遥 侨中师生与世界冠军同场对垒遥 高毅校长尧林子孚和陈海鸥副校长
上阵与世界冠军同台竞技遥 对侨中师生而言袁能亲眼目睹世界冠军的风采实在兴奋袁能近
距离观赏几位球技不俗的校领导与世界冠军现场 PK袁更是难得一见遥

校羽毛球队队员与世界冠军张尉合影

音3月 21日袁在省教育学会小课题成果评选中袁刘彬老师的课题荣获一等奖袁王松
涛老师的课题获得二等奖袁朱爱东和曾佐希老师的课题获得三等奖袁张国强老师的课题
顺利结题遥

音4月 16日袁我校国际部学子参加野耶鲁世界青年经济论坛冶华南区商业模拟赛袁获
得世界青年经济论坛华南区铜奖并晋升全国总决赛遥

音5月 3日讯袁我校 9个团支部获评市野五四红旗团支部冶袁10名师生获评市优秀团
干部袁12名师生获评市优秀团员袁7名同学获评市美德少年遥

音5月 5日讯袁我校在中山市 2015年度微课评选中荣获 9个一等奖尧11个二等奖和
35个精品微课项目袁获奖人数位列全市前矛遥

音5月 5日讯袁我校杨德洲尧何定彦尧彭熙祎三位老师荣获中山市首届青年教师教学
竞赛一等奖遥

音5月 6日讯袁我校学子在第三届中山市青少年航空航海模型竞赛中荣获一个一等
奖袁一个二等奖和两个三等奖遥

音5月 7日袁我校六六届校友毕业 50周年联欢会在中山市恒信酒楼隆重举行遥我校
校长高毅袁副校长郑玉良尧何嘉莹等校领导参加了联欢会遥

音5月 21日袁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希教授莅校交流并为高二师生
做题为叶走进信息通信 做时代的弄潮儿曳专题讲座袁我校校长高毅尧副校长杨树春热情接
待了袁教授一行遥

音5月 23日讯袁我校初中部学子参加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荣获一个省级二等奖渊全
省第 6名冤一个省级三等奖渊全省第 11名冤袁这是中山市近年来此项目在省赛中获得的最
好成绩遥

3月 2日讯袁从清华大学传来好消息袁我校 2012
届校友刘曼接到哈佛大学尧麻省理工大学尧哥伦比亚
大学等六所美国知名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遥刘
曼自己则倾向于赴哈佛大学就读遥

2012年袁 刘曼同学夺得中山市高考理科总分第一
名袁进入全省理科前十名袁考入清华大学遥 在大学期间袁
她注重拓宽视野袁不断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学习了一
年的环境工程专业后袁通过考试考核被选入学院的野全
球环境领导力培养计划冶方向袁除了继续学习环境工程
的知识外袁还学习了经济学尧法律尧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知
识遥多次参加国际环境会议和交流活动袁包括 2014年瑞

士日内瓦的 SAICM会议和 2015年德国波恩的气候变
化谈判遥 大二下学期进入院系课题组进行专题研究遥 大
三下学期袁赴意大利威尼斯交换学习遥大三暑假袁与美国
杜克大学的著名教授赴云南西双版纳和美国进行了为
期两个月的研究学习遥曾在我国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
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渊NCSC冤 和大自然保护协会
渊The Nature Conservancy袁国际上最大的非营利性的自
然环境保护组织之一冤实习过遥

刘曼热心参与学校尧社会团体组织的各项活动和
表演遥 她有小提琴十二级渊专业级冤证书袁曾获蒲公英
第九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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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大学里袁曾任院系团委副书
记一职袁是院系女子篮球队的主力袁与队友们创造了
三年蝉联全校总冠军的辉煌战绩遥她还是校学生艺术
团交响乐队成员袁二提琴手袁参加了多场大型演出遥

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项目袁重点考察的是学生的综
合实力袁包括学习能力尧研究能力尧运用英语的能力
等袁还有学生对自己未来发展是否有清晰的认识遥 需
要提供托福或雅思成绩袁GRE成绩袁 在校成绩单袁以
及包含自己兴趣尧经历尧职业发展规划的文书材料遥最
终袁刘曼接到了心仪的哈弗大学等六所美国大学硕士
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遥

2012届校友刘曼接到哈佛等多所知名大学硕士录取通知
Liu Man, an Alumni of 2012, Got Offers from Several World Famous Universities, Including Harvard University, for Her Master爷s Degree

5月 22日袁2016年寻找野最美南粤少年冶活动表
彰名单在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式揭晓袁我校国际部高二
学子杨靖荣获野最美南粤少年窑创新好少年冶称号遥

今年 1月袁为了在青少年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袁深入挖掘和宣传我省青少年中的先进典

型袁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袁在全社会营造促
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袁团省委尧省教育厅尧省
文明办尧省学联尧省少工委联合启动了以野践行核心价
值观窑争当南粤好少年冶为主题袁寻找野最美南粤少年冶
活动袁通过社会化尧网络化平台袁面向全省中小学生选

树身边的野好榜样冶遥 活动吸引了超过 1万所学校袁共
41101名学生报名袁 网络累计点赞投票超过 1400万
人次遥经学校推荐渊自荐冤展示尧市级推荐展示尧省级评
审展示等多个阶段袁 全省最终选出了美德尧 创新尧智
慧尧才艺尧活力尧自强六类共 60名野最美南粤少年冶遥

据悉袁此次获评野最美南粤少年冶的同学都是青少
年身边可亲可信可学的典型遥我校国际部高二学子杨
靖就是其中的一位遥杨靖同学学习刻苦袁品学兼优袁除
了完成校内课业外袁业余修习声乐及钢琴袁均达到业
余九级水平遥 曾获野第九届 ABC全国青少年英语口
语大赛冶全国总决赛高中组银奖及广东省总决赛高中
组三等奖遥今年 3月袁参加英国游学交流活动袁赴英国
牛津大学城学习遥在日常生活中袁杨靖同学善于观察袁
利用课余时间钻研科技创新发明遥 2015年 5月袁参加
野晶草杯第 3届钟南山创新公益活动冶尧野第 11届中国
青少年创造力大赛暨第 67届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中国
选拔赛冶袁获得金奖遥同年 10月赴德国参赛袁并获得了
野第 67届纽伦堡发明展青少年发明银奖冶野第八届世
界创新节国际发明金奖及突出贡献奖冶遥此外袁杨靖同
学还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袁利用假期参加小榄爱心助学
团的志愿活动袁两次参加广西贺州乡村小学助学活动
等遥

我校国际部学子杨靖获评“最美南粤少年”
Yang Jing, a Student of Our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Was Given the Titl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Teenager in Guangdong"

广东卫视采访杨靖同学

为表彰先进袁树立典型袁近日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决定对全省
100个学生会尧200个学生社团尧300名学生进行表彰遥我校学生会
榜上有名袁被评为野广东省优秀学生会冶称号袁中山市中学学生会
只有我校获此殊荣遥

长期以来袁我校学生会在校党委的领导和德育处尧校团委的
悉心指导下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在做好常规工作的
基础上袁加强学生会品牌活动的建设和创新工作袁促进我校青少
年学生成长成才袁团结并带领青少年一起为实现野办全国一流尧国
际知名冶的华侨中学汇聚智慧尧凝聚力量遥 通过开展各种品牌活动
渊如国际文化节尧女生节尧啦啦操大赛尧最美声线等冤袁搭建多元文
化平台渊如学生社团尧大型文体活动及对外交流等冤袁为侨中学子
提供培养核心素养尧展示自我尧成长成才的空间遥 近年来袁我校涌
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遥 2015年袁学生会副主席李瑞洋等
13位同学获评省尧市优秀学生尧优秀团干尧身边的榜样等荣誉曰副
主席陈哲等同学的作品获野中国青少年创造力大赛冶金奖尧德国纽
伦堡 iENA国际发明展银奖尧及世界创意节金奖和交流贡献奖遥领
导力社团等多个学生社团获得国际尧国内比赛大奖遥 野造梦者冶暑
期支教队尧绿益环保公司获评省优秀学生社团遥

我校学生会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学生会
Our School Student Union Was Awarded Excellent Student Un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校团委书记杨健渊左冤尧学生会主席徐可渊中冤尧副主席陈哲出席市学生联合会会议

5月 31日袁为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周年袁我校在蔡冠深大
礼堂举行野传承中山精神 彰显家国情怀冶要要要野孙中山文化普及教育基地冶授牌仪式暨
野孙中山精神与中国梦冶教育讲座遥

活动伊始袁小组合唱叶我们的孙中山曳尧诗朗诵叶赞孙中山曳轮流上演袁侨中人以自己
的方式表达对伟人的敬仰与缅怀遥 高毅校长在致辞中高度赞誉了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情
怀尧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遥 高校长表示袁学校将以设立野孙中山文化普及教育基地冶为契
机袁举办孙中山与华侨华人图片展尧追寻孙中山的革命足迹社会实践等系列特色活动袁
把学习野孙中山精神冶和弘扬华侨文化活动引向深入遥

学生代表高一渊1冤班张可瑶在发言中表态袁要学习并自觉践行孙中山精神遥 市孙中
山研究会会长杨海尧市教体局调研员黄定光尧校长高毅等领导尧嘉宾为我校野孙中山文化
教育普及基地冶揭牌遥 高校长代表我校接受了杨海会长赠送的有关孙中山先生思想的书
籍遥杨会长为师生做了主题为叶传承孙中山精神 立志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曳的报告袁师
生们获益良多遥 活动取得圆满成功遥

传承中山精神 彰显家国情怀
要要要我校举行野孙中山文化普及教育基地冶授牌仪式暨野孙中

山精神与中国梦冶教育讲座
Inherite the Spirit of Sun Yat-sen Reveal the Patriotism of Country and Home

Our School Hel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Sun Yat-sen Culture and Educa鄄
tion Base and the Lecture on the Spirit of Sun Yat-sen and Chinese Dream

市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杨海向我校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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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毅校长赴香港拜会校友
Mr. Gaoyi, Principal of ZSQZ, Paid an Official Visit to Some Alumni Representatives in HK

高毅校长与首届校友曾玉桥伉俪合影

为纪念野 5﹒8 冶世界红十
字日袁展示红十字青少年队伍
的精神风貌袁 由市红十字会尧
市教体局举办的 2016 年中山
市红十字青少年会操活动于
5 月 20 日下午在中山市职业
技术学院体育馆内举行遥 我校
初中部 74 名同学参加了此次
比赛遥比赛由我校教师张娇和
景千瑞担任主持遥

赛前袁同学们在刘营老师
的指导下袁利用早操和下午第
八节课的时间认真进行会操
练习遥 经过师生共同努力袁队
列队形及会操口号都能做到
动作一致尧异口同声遥比赛当天袁虽然下起了暴雨袁但
丝毫不影响同学们参加活动的热情遥 同学们穿着整
齐的会操服袁 在老师的带领下早早到达活动地点遥
14:30 会操比赛正式开始袁同学们高呼野博爱中山 同
心同行冶口号袁以整齐的步伐袁矫健的身姿走进赛场袁
在指挥员的指挥下按要求进行了 6 大内容的展示袁
赛场上袁他们铿锵有力的步伐袁坚毅果敢的目光袁锐

不可当的气势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遥 他们整齐
规范的动作尧 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赢得评委和在场
师生的赞扬袁最终夺得比赛特等奖遥

近年来袁我校红十字会被评为 野广东省红十字
模范校冶尧野中山市耶六有爷红十字示范校冶遥并在 2015
年中山市急救技能比赛中获得业余组第一名遥

为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袁活跃校园气氛袁展示侨中学子的精神
风貌袁让花样年华的奇思妙想融进插花艺术袁融进班级文化和校园
环境建设之中袁3月 8日下午第九节课袁德育处尧校团委联合高一年
级和美术科组举行了第七届女生节系列活动之 野优雅花艺绽放美

丽冶插花比赛遥
为了让比赛更加环保袁使花朵在色彩尧造型上更别

致并能够更久的保存袁 本次插花比赛要求选用的主要
材料为仿真花材遥 各班参赛同学在比赛前一周就开始
着手准备袁从选材尧设计尧色彩搭配上下足功夫遥 8号下
午袁高中部文化广场上挤满了参赛选手和观众遥 5点 10
分比赛准时开始袁选手们迅速将准备好的材料尧工具摆
上桌面袁有的同学负责剪枝袁有的负责插花入盆袁有的
负责设计造型袁 有的负责色彩搭配等等袁 大家各司其
职袁忙忙碌碌遥期间袁更有部分班级的班主任亲临现场袁
和同学们一起加入到花艺制作中遥一会儿功夫袁一件件
鲜活尧优雅尧充满创意的作品便呈现于眼前袁引来众多
同学前来观赏袁并纷纷在野最佳人气作品冶评选的黑板
上为自己喜爱的作品投上宝贵的一票遥比赛结束袁由我
校美术科组老师们组成的评委团袁 经过对各班作品的

认真赏析与取舍后袁最终评比出本次比赛的一二三等奖遥 插花比赛是
我校女生节的传统活动袁它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袁为大
家提供了艺术创作的舞台袁 更为班级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方式与理
念袁进一步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遥

我校举行第七届女生节系列活动
要要要野优雅花艺绽放美丽冶插花比赛

Our School Hel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of the Seventh Girls' Day
要要Flower Arrangement Activity 野the Elegant Art of Flower Arrangement Displays Inner Beauty冶

第七届女生节插花比赛

初夏时分袁凤凰花开遥5月 25日下午袁我校迎来了日本长崎市教
育考察团一行 4人遥 日方此次活动是对我校去年 11月份与长崎市
樱马场中学校结成友好学校后的首次回访袁成员由长崎市教育局酒
井友文部长带领樱马场学校校长今村勇及该校老师组成遥市教体局
党工委副书记刘红菱袁我校校长高毅袁副校长杨树春尧何嘉莹尧林子
孚等领导热情接待了日方考察团一行遥

双方在我校高中部进行了亲切座谈袁 何嘉莹副校长主持会议遥

座谈会上袁为增进访学团对我校的了解袁会议首
先安排观看了我校叶甲子风华 侨通天下曳的宣
传片遥接着袁刘红菱代表中山市教体局对日方的
访问表示热烈欢迎遥 高毅向考察团成员致欢迎
词袁并简要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袁回顾了我校
的办学历程遥 他说袁 在蔡冠深先生的鼎立支持
下袁学校相继设立了 17项奖教奖学及对外交流
基金袁在先进华侨文化的引领下袁确立了野名校+
侨校冶的发展战略袁把野办全国一流尧国际知名的
华侨中学冶作为办学目标遥他强调袁一百多年前袁
孙中山先生为探索民主之路东渡日本袁 今天身
处中山故里的我们袁更应该以野敢为天下先冶的
勇气袁博爱尧海纳百川的气度袁站在世界看世界袁
培养野爱国爱乡尧崇德行善尧刚健进取尧和谐创
新尧国际视野尧世界胸怀冶的世界侨中人遥中国有
句古话野远亲不如近邻冶袁与邻为善是我们的宗
旨袁中日作为邻邦袁愿我们今后的交流更全面更
持久袁愿我们共同兴旺发达遥

双方还就今年 8月份袁我校派师生前往樱马场中学校交流的具
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袁并初步达成了共识遥 长崎市教育局酒井友文部
长发表答谢感言遥 他再三感谢我校的热情接待袁对于能够亲临孙中
山先生故里无比开心袁他表示虽然通过教材对中国的学校教育情况
有了初步的了解袁但实地考察后收获更多遥 期待今后双方的交流能
够更进一步遥会后袁考察团成员参观了我校高中部校园并合影留念遥

凤凰花开叙情谊
要要要日本长崎市教育考察团莅临我校参观交流

The Delonix Regia in Blossom Witnessed the Profound Friendship
要要要Education Delegation of Nagasaki, Japanese Visited Our School

我校红十字会荣获
市红十字青少年会操表演特等奖

Our School Red Cross Society Won the Top Award in City Red Cross Youth Parade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周年袁弘扬传统
文化袁同时体现侨中野国际视野袁世界胸怀冶的理
念袁丰富学生课余生活袁我校于 4月 29日下午在
文化广场隆重举行野天下为公袁世界大同冶第七届
国际文化节遥 我校校长高毅袁副校长郑玉良尧林子
孚等领导出席活动袁高一尧高二年级全体师生及
部分家长代表参加了精彩的文化节活动遥
本届文化节活动包括环保时装秀尧 跳蚤市

场尧文艺汇演等遥 环保时装秀袁主要以清末民初
为时代背景袁回顾我国这个时期的服饰特点遥师
生模特同台表演袁演绎清末民初我国重要场景袁
伴随着大屏幕上滚动的时代背景图片袁 展示同
学们自己设计尧加工的环保服装遥让人眼前一亮
的是袁这些衣服大部分是利用废旧的蚊帐尧黑色
塑胶袋尧垃圾袋尧塑料泡沫制作而成的遥

社团是侨中的一大特色袁人称野百团大战冶
要要要全校共有各种社团 100余个袁 为有各种爱
好的同学提供了发展兴趣尧展示才华的舞台遥当
日的文艺汇演展示了侨中学子舞蹈尧歌唱尧器乐
等方面的才艺袁校舞蹈队尧春蕾话剧社尧校街舞
社尧电声乐队尧礼仪队等学生社团分别带来了精
彩的演出遥 同学们在多样的活动中发挥创意和
想象袁收获成长和快乐遥

今年的跳蚤市场别出心裁地采用了不同国
家的特色民族作为摊位主题袁 以世界各国的特
色民族命名的 62个摊位依次排开袁摊位前各具
特色的口号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目不暇接遥
同学们热情高涨袁叫卖声一浪高过一浪袁更有可
爱的各式卡通动漫人物穿行其中袁 既给同学们
带来了欢笑袁也吸引了野消费者冶的眼球遥在跳蚤
市场的周边还特别设置了文化长廊袁 用来介绍
世界各个民族的特色和文化遥

国际文化节是我校的一项传统特色活动袁
本届文化节具有四个突出特点院一是人人参与遥
活动以班级为单位袁通过全班同学的团结协作袁
更好地体现集体的力量袁提高班级的凝聚力遥二
是体现多元文化遥 活动将文化尧体育尧艺术尧环
保尧娱乐尧科学等多种元素融为一体袁彰显华侨
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袁 同时发挥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袁全面展现侨中学子的青春风采遥
三是主题特色鲜明遥 体现创新性袁跳蚤市场尧摊
位游戏的内容由各班级结合世界民族特点设
计袁借此锻炼同学们的策划能力尧创造能力尧动
手能力和协调能力遥 四是师生同场袁家校联动遥
各班邀请老师尧家长参与到环保时装秀走秀中袁
家校良性互动共同建设和谐校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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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侨中第七届国际文化节隆重举行
野The Whole World is One Community With Universal Harmony冶
要要要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ultural Festival Was Grandly Held in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舞动青春

外教亲自制作的异域美食啊 中山电台快乐 888主播登台袁现场气氛 high到爆

看到这么精彩的秀袁高毅校长都忍不住拿出手机了

环保时装秀闪亮登场

1月 22日和 23日袁高毅校长尧林子孚副校长赴
香港分别拜会了 60届校友会会长曾玉桥伉俪和 84
届校友雷雄鹏尧85届校友黄雅仪遥

高校长将学校近期工作向校友们作了详细介
绍袁 并就成立香港侨中校友分会与校友们进行了深
入讨论遥校友们非常高兴并感谢母校领导的到访袁为
母校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袁 表示很愿意
为母校的发展出一份力袁做更多的工作袁并祝母校新

的一年各项工作蒸蒸日上袁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遥
曾玉桥校友 1960年高中毕业考上大学袁事业有

成袁不忘师恩袁曾于 1987年捐资兴建校友楼袁出力最
多遥此后袁多次捐款袁支持学校各项事业遥 2010年袁从
香港回到母校袁捐赠人民币 100万元袁成立了曾玉桥
奖教奖学助学基金袁激励母校师生为学校争光添彩遥

第七届国际文化节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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