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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华侨中学隆重举行建校 62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The Right Time to Set Sail and Achieve Greater Prosperity”
A Series of Grand Celebrations on the 62nd Anniversary of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第十届校董会第三次会议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Tenth Session of Our School Board

建校 62 周年庆祝大会

重温校园梦 共叙同学情
Reliving the Campus Dream and Renewing the Schoolmates' Friendship

The 62nd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2016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在高中部接待（2）室召开了第十届校董会第三次会议。会议由蔡冠深董事长主持。校董们听取了高毅校长关于学校
工作情况汇报，
并就校董会和学校的发展思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蔡董事长提议将考上世界排名前 10 名大学的奖励从 10 万元人民币提
高到 20 万元，
以鼓励同学们向世界顶尖学府发起冲击。苏继滔主席提出从教育基金会拨出 40 万元人民币注入退休教师基金，
校董会常务董事余
正生捐资 10 万元，
至此，
退休教师基金已达 110 万元。高毅校长提议蔡隽思常务董事、
苏君浩常务董事升为副董事长，以利校董会年轻化以及可
持续发展。校董们一致表示希望有更多年轻校友加入校董会，
积极参与校董会工作，
加强校董会和校友会相互联结，共同促进学校发展。

在建校 62 周年大喜的日子里，88 届校友、86 届初中、86 届高中、88 届高中职业班、89 届高中、96 届高中等各届校友纷纷返校举行聚
会活动，重温校园生活，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庆祝母校 62 周年华诞，
对初中部重建以及学校取得的各项成就表示祝贺。校友们慷慨解
囊，捐资、捐树，为母校发展再添助力。

88 届校友代表回初中部重温校园时光并捐种枫树
2016 年 9 月 24 日和 10 月 10 日，88 届校友代表回到母校，参观了重建后的初中部校园，并在校园里进行了足球、羽毛球两项体育活
动，
重温美好的校园时光。校友们举行了捐树植树活动并筹集 5 万元人民币捐赠母校。

参加校庆活动的领导尧嘉宾尧校董尧校友合影留念

校友会第五届常务理事第二次会议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Alumni Association

2016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我校迎来侨中校友会第五届常务理事第二次会议。校长高毅、校友会副会长、常务理事、秘书长以及我校部
分行政领导出席会议。此次会议在刚刚原址重建、焕然一新的初中部召开，
各届校友踊跃参与，
气氛热烈。会议由校友会秘书长曾麟基主
持。高毅校长汇报了学校工作情况并对校友们倾力支持学校发展表示感谢。曾麟基秘书长作校友会工作报告，
常务理事对校友奖教、奖学、
助学基金收支报告进行了审议。80 届校友余浩提出成立退休教师基金的建议，并代表 80 届校友主动捐赠人民币 1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以表达对退休教师的感恩和关心之情。

风雨兼程育桃李，薪火相传创佳绩，扬帆起航
正当时，砥砺前行铸辉煌。2016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中山市华侨中学建校 62 周年庆祝大会在高中部蔡
冠深大礼堂隆重举行。八方宾朋、四海校友欢聚一
堂，共同庆贺侨中 62 岁生日。出席大会的有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梁丽娴，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
会副主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中山市荣誉市民、
我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中山市荣誉市民、
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教育基金会主席苏继滔，市
政协副主席刘传沛，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郑向荣，市
教体局局长李长春，市外事侨务局局长冯金怡，市

妇联主席陈江梅，市侨联主席余志勇，我校校长高
毅以及市有关单位领导、嘉宾、校董、校友、师生和
家长代表 1200 余人。
蔡冠深董事长、苏继滔主席、黄雅仪校友和高毅
校长分别致辞。高校长在致辞中向与会嘉宾汇报了
2016 年侨中的各项工作：初中部重建工程竣工，顺
利完成回迁工作；高考、中考再创辉煌；蔡冠深董事
长三度当选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中山市华侨
中学海外校友会成立；高中部二期扩建工程项目启
动；在国家、
省市级各项竞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
对于学校今后的发展，高校长表示：学校将继续实施

校友代表黄炫生向高毅校长移交各届校友捐赠
基金支票
万元

苏继滔尧余浩尧叶威棠尧刘锐谦尧朱锡源尧黄雅仪
捐赠退休教师基金启动资金支票 万元

“侨校 + 名校”发展战略，打侨牌，铸品牌，用先进的
华侨文化引领，培养“爱国爱乡、崇德行善、刚健进
取、和谐创新、国际视野、世界胸怀”的世界侨中人，
努力把侨中办成“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
会上，
校董和校友们慷慨解囊，各届校友再次捐
赠 110 万注入校友会奖教基金，苏继滔主席、
84 届
校友刘锐谦、85 届校友朱锡源、80 届校友会、中山市
金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香港中山市华侨中学海外
校友会等校董校友和他们所在单位、分会捐出共 60
万元作为退休教师基金启动资金。

市委常委梁丽娴颁发高考中考奖教金

香港中山市华侨中学海外校友会创会
暨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The Ceremony of Establishing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Hongkong Overseas Alumni Association and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Council Inauguration were Grandly Held

86 届初中、88 届高中职业班、89 届高中校友聚会剪影
2016 年 12 月 10 日，阳光明媚、
晴空万里，初中部迎来了 86 届初中、88 届高中职业班、
89 届高中近 200 名校友和当年的任课老师，老师
同学聚首一堂，
在当年读书、
任教的地方举行了初中毕业暨高中入学 30 周年聚会活动。校友们捐资 8 万元人民币，
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

86 届高中毕业三十周年校友聚会剪影
2016 年 12 月 17 日，86 届校友毕业 30 周年聚会活动在初中部开场。重温师生之情和同学之谊，场面非常热烈。校友们对母校的发
展非常关心，恰逢母校 62 周岁生日，校友们现场筹得 5 万元人民币捐给母校，作为校园绿化建设之用。

蔡冠深董事长颁发蔡冠深高考奖学金

蔡冠深董事长颁发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奖学金

苏继滔主席颁发苏继滔高考奖学金

市政协副主席刘传沛颁发校友奖教金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郑向荣颁发曾玉桥奖教奖学助学金

市教体局局长李长春颁发刘锐谦教师专业发展基金奖

2016 年 11 月 26 日晚，
“小侨”
苏华赞图书馆内高朋满座、
暖意浓浓，
香港中山市华侨中学海外校友会创会暨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在
这里隆重举行。从全球各地特意赶来的 200 多位侨中各届校友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见证
“香港中山市华侨中学海外校友会”正式诞生的美
好时刻，
标志着中山市华侨中学校友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校友会的宗旨是：
爱国爱乡爱校，互助互励互赢，简称三爱三互。校
友们表示，
将通过这一平台加强母校与校友、
校友与校友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为母校的发展出谋划策，
为进一步办好侨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96 届高中毕业二十周年校友聚会剪影
2016 年 12 月 17 日，96 届校友毕业 20 周年聚会活动在初中部上演。师生欢聚，畅叙情怀，热闹非凡。校友们对母校近年来各项工作
突飞猛进表示祝贺，大家现场筹得 5 万元人民币捐给母校，表达感恩之情，并表示今后将大力支持母校发展。

黄雅仪会长向蔡冠深董事长颁发永远荣誉会长证书渊常务董事
蔡隽思代领冤

黄雅仪会长向高毅校长颁发永远名誉会长证书及纪念品

市外事侨务局局长冯金怡颁发朱锡源班主任专
业发展基金奖

市妇联主席陈江梅颁发焦嫣珊奖教助学金

林树棠副董事长颁发林树棠助学金

现代国际教育总监李炳斌颁发侨中现代国际教
全体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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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理事与领导嘉宾合影留念

届校友廖皓炜颁发廖皓炜教师健康基金奖

市侨中原校长汪雅子颁发侨中英才教育科研基金奖

育高考奖教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