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我校学子连续五年
荣获中国青少年创造力大赛金奖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Our Students Winning the Gold Medal
in China Youth Creativity Contest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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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莉副市长一行
莅临我校初中部视察高考考点工作

Xu Xiaoli, Vice Mayor of Zhongshan City, Visited Our Junior High Campus to Inspect the Preparations for National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Site
5 月 25 日下午袁中山市副市长尧市
招委会主任徐小莉在市教体局副局长
周信等人的陪同下袁 来到我校初中部
视察高考考点工作遥 受到我校校长高
毅尧副校长何嘉莹等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徐市长一行 16 人在高校长尧何校
长等校领导的陪同下袁绕校园一周袁对
考点的整体环境进行了仔细的查看遥
在巡视过程中袁 高校长围绕我校办学
目标尧办学理念及学校建设情况等袁向
徐市长一行做了介绍遥 随后袁徐市长一
行对初中部考点的保密室尧监控室尧考
务室尧各考场依次进行了视察袁何校长
就我校初中部考点的准备工作作了重
点汇报遥 徐市长指出我校高考考点准
备工作野做得很扎实冶袁对我校初中部
重建后首次承担高考考点工作就准备
得如此充分表示非常满意袁 并作出工
作指示遥
今年袁我校高中尧初中均作为高考
考点遥高中部共有考生 1840 人袁其中理
科考生 1153 名袁文科考生 687 名袁共设
62 个考场袁考生来自我校尧坦洲理工和
社会报名点遥 初中部考点是普通高考
渊3+证书冤考点袁共有考生 1558 名袁设

副市长徐小莉渊中冤在市教体局副局长周信渊右冤尧校长高毅陪同下视察校园
52 个考场袁考生来自中山中专尧沙溪理
工等 10 所学校和 3 个社会报名点遥 我
校从考场尧保密室尧考务室尧监控中心尧
考场专用通道袁到饭堂袁都做好了充分
的准备工作袁以确保高考顺利进行遥 视

察结束后袁 媒体就其关注的问题向何
嘉莹副校长做了进一步的采访遥
徐市长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袁
为我校的考务工作指明了方向袁 有助
于推动我校高考考点准备工作更加扎

实尧有序地进行遥 在市委市政府尧市教
体局的关怀和领导下袁 我校定将不断
完善考点工作袁 为广大考生提供舒适
的考试环境袁 打造人民满意的高考考
点遥

市教体局局长李嘉颖
赴新华集团广州总部拜会蔡冠深董事长
Li Jiaying,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and Sports, Visited Dr. Jonathan K. S. Choi at the Headquarters of Xinhua Group in Guangzhou

4 月 15 日下午袁 刚上任的中山市
教育和体育局局长李嘉颖在中山纪念
中学校长林加良和中山市华侨中学校
长高毅的陪同下袁 赴新华集团广州总
部拜会了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副主任尧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尧香港新
华集团董事会主席尧 市华侨中学校董
会董事长蔡冠深先生袁 向蔡冠深董事
长就任香港中华总商会 渊中总冤 第 缘园
届会长表示祝贺袁 并简要汇报了中山
教育近年取得的成绩袁 就如何推动中
山教育发展和加强人文合作交流展开
详细交流尧讨论遥 蔡冠深董事长表示袁
将尽己所能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袁一
如既往关注家乡袁 进一步支持家乡的
发展和建设遥
多年以来袁 蔡冠深董事长秉承父
亲蔡继有先生野取之社会袁用之社会冶
的训导袁发扬爱国爱乡尧造福桑梓的优
良传统袁真心真意尧倾情倾力袁为社会
和他人谋福祉遥 作为中山乡贤袁他一直
心系中山经济社会发展袁曾在野两会冶
上提交议案袁 建议以孙中山文化为纽
带和动力袁 将中山市列为国家文化发
展战略重点城市袁以翠亨村为原点袁建
设全球最大的孙中山文化基地遥 建议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袁 并关注中山

高毅校长渊左一冤尧纪中林加良校长渊右一冤陪同李嘉颖局长渊左二冤拜会蔡冠深董事长
如何更好地在珠三角城市群中袁 突显
区位优势袁错位发展袁推动文化产业的
大发展遥
30 多年来袁蔡冠深董事长捐资逾 4
亿袁 既创立 20 余项科教基金以利国袁
又推广中华文化软实力以利世袁 更出
钱出力出心出时间袁 为可造之才提供
国际视野和有力后援袁 努力实现着中

华公益慈善的升级进化遥
30 多年来袁以蔡继有先生尧蔡冠深
董事长为首的香港蔡氏家族一直把办
好侨中当作自己的人生事业袁 鼎力支
持侨中发展遥 特别是袁2008 年以来袁蔡
博士捐资 500 万港币袁成立对外交流基
金遥 学校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袁走
出去袁引进来袁跟日本尧英国尧新加坡尧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Exchange and Competition Contest in Copyright Knowledge and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Was Held in Our School
为进一步宣传普及版权知识袁 扩大版权普法宣传的社会影响力袁4 月 19 日袁粤
港两地中学生版权知识和版权保护交流活动暨征文活动启动仪式在我校初中部举
行遥 广东省版权局陈春怀副局长袁香港海关石玉英助理监督袁市版权局罗建华局长袁
市文化执法支队李旭强支队长袁市中级人民法院马燕副庭长袁市教体局唐杰伟副局
长袁我校何嘉莹副校长等领导嘉宾尧粤港两地师生代表出席本次交流活动遥
会上袁罗建华局长首先发表致辞袁回顾了过去几年为创建国家版权示范市袁中
山市在加强版权的运用尧创造尧管理和保护等方面开展的主要工作袁他强调袁中港两
地经贸往来频繁袁加强中港两地的版权保护合作意义突出袁是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工
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遥
陈春怀副局长在讲话中强调了此次交流活动的重要意义以及推动版权保护进
校园活动的重要性袁并积极呼吁在广大中学生中开展版权主题教育活动袁增强学生
对版权的认识袁使版权知识尧版权保护植根于学生的思维和行动中遥
接下来袁香港海关石玉英助理监督尧何嘉莹副校长分别代表港方尧校方介绍了
在青少年版权知识教育普及方面开展的主要工作袁 并期望两地学生能够珍惜交流
的宝贵机会袁相互学习袁共同成长遥 粤港两地学生代表结合各自日常生活袁围绕对版
权知识和版权保护的了解和认识进行了演讲和展示遥
仪式上袁 唐杰伟副局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两地学生代表对版权知识和版权
保护的认识和了解袁并详细介绍了此次征文活动的主要内容遥 最后袁他宣布院野拒绝
盗版袁从我做起冶中学生征文活动正式启动遥
此次交流征文活动袁让两地学生进一步认识到了尊重版权尧保护版权的重要意
义袁强化了版权保护的观念遥 在省尧市版权局和市教体局的指导下袁我校将继续坚定
地贯彻落实叶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曳袁致力于加强学生的版权保护教育袁开拓学生
的创新思维袁不断加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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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Fanghao , Alumna of 2004, Won the Special Award of China Scholarship for Ex鄄
cellent Self-financed Students Abroad
4 月 29 日袁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行 2016 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颁奖仪式袁
我校 2004 届校友胡昉昊荣获特别优秀奖袁并作为获奖学生代表在颁奖仪式上讲话遥 中
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出席颁奖仪式并为获奖学生颁奖遥 颁奖仪式由教育参赞徐永吉
主持袁获奖学生及其家人尧导师尧评审专家尧学生学者代表袁部分中国高校海外校友会代
表和教育界友好人士等 170 余人出席活动遥
胡昉昊校友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博士研究生遥 初尧 高中学习生涯均在侨中度
过遥 作为侨中的优秀学子袁胡昉昊于 2004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袁2008 年考入美
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享受学校全额奖学金袁并于 2010 年在国际著名刊物
Science 杂志上发表论文袁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袁获得最高奖学金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袁
可谓品学兼优袁成绩卓著遥
谈及此次获奖袁胡昉昊的父亲尧我校信息技术科组组长胡永跃老师感慨地说袁胡昉
昊取得如今的成绩袁既要归功于他的导师以及所在的大学袁也要归功于辛勤培育他的母
校中山市华侨中学遥 母校的老师和良好的教育氛围培养了他袁为他今日的成功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袁充分体现了侨中野低进中出袁中进高出袁高进优出冶的人才深加工能力遥
据悉袁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
奖学金袁从 2003 年开始袁每年都
由在国外的自费博 士生 自由申
报渊国家称谓的自费留学生或自
费博士生是指其留 学费 用不是
由国家负担袁而是由自己或留学
学校负担冤袁经过严格筛选袁最后
评选出 500 名优秀博士生袁 奖励
6000 美元袁 其中前 10 名获特别
优秀奖袁奖励 1 万美元袁以表示
国家对这些海外研 究人 员的关
心和认可遥 今年是国家优秀自费
留学生奖学金项目实施 14 周年袁
共有来自 28 个国家的 501 名博
士生获得该奖项袁其中特别优秀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女士渊左冤为胡昉昊颁奖
奖 10 人遥

国际部学子连续五年
荣获中国青少年创造力大赛金奖

Stud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f Our School, Won the Gold Medal of
China Youth Creativity Contest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近日袁从第 13 届中国青少年创造力大赛暨世界三大发明展中国区唯一选拔赛 渊第
五届钟南山创新奖冤上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袁我校国际部学子再次摘得金奖袁这已经
是我校国际部连续五年获得这一殊荣遥
据悉袁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尧中国工程院院士吴阶平创立的中国青少年创造力大赛袁
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创新能力与科学精神袁鼓励青少年申请国家专利袁迄今为止已成功举
办 13 届遥 从 2013 年起袁侨中国际部学子在国际部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参赛袁屡获殊荣院
2013 年袁张琨强尧刘晓帮两位同学荣获金奖曰2014 年梁嘉仪尧袁颖媚同学在大赛上斩获
两金后袁代表中国参加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袁袁颖媚同学勇夺国际发明展铜奖和第五
届世界创意节金奖曰2015 陈哲尧林致行尧梁启曦尧杨靖尧张锟强五位同学凭原创发明作品
野城市环保水力净化器冶获金奖后袁代表中国出战德国纽伦堡 iENA 国际发明展袁荣获银
奖袁同时袁获得世界创意节金奖和交流贡献奖曰2016 年袁黄浩洋尧黄宝莹尧佘彦熹尧谭子
君尧于婧然荣获青少年创新大赛金奖袁之后代表中国出战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袁荣获
金奖遥
2017 年袁侨中学国际部学子伊晴尧曾芷瑶尧林绮婷带着他们的发明野远距离发热衣冶
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 多位野小发明家冶同场一较高下袁一经亮相即受到评委们的一致
肯定和称赞袁最终不负众望袁摘得金奖袁今年 11 月她们还将赴德国参加第 69 届纽伦堡
国际发明展袁期待他们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遥

韩国尧美国尧加拿大等国家及港澳地区
名校广泛开展合作与交流袁 为师生发
展搭建平台袁加快了教育国际化尧现代
化尧多样化的进程遥
野修身齐家袁兼济天下袁敢为天下
先遥冶这是 2014 年南方华人慈善颁奖晚
会褒扬蔡冠深董事长的颁奖词袁 也是
蔡冠深董事长人生的写照遥

粤港两地中学生版权知识和版权保护交流
暨征文活动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

与会师生领导嘉宾在蔡朝勋堂前合影

2004 届校友胡 昊荣获
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特别优秀奖

获奖师生合影

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绎4 月 10 日袁我校举办华侨文化大讲堂之野如何写好高考作文冶袁特邀广东省高考
语文评卷作文题组长张玉金教授莅校讲座遥郑玉良副校长尧德育处主任徐璇以及高二年
级 300 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遥
绎4 月 14 日袁在中山市 2017 年初中化学竞赛中袁我校初三年级 25 位参赛同学在
吴仲娟等老师的指导下 12 人获得一等奖袁13 人获得二等奖遥
绎4 月 19 日袁在 2017 年中山市初中数学命题比赛中袁我校教师陈春涛荣获一等奖遥
绎4 月 19 日袁在中山市 2017 年初中数学竞赛中袁我校初三年级刘尚霖尧曾勇康等 5
位同学获得一等奖袁叶家蔚尧林语嫣等 14 位同学获得二等奖袁杨玉武尧王洁纯等 6 位同
学获得三等奖遥
绎4 月 25 日袁在中山市 2017 年初中物理竞赛中袁我校初三年级全体参赛同学在梁
国盛老师的指导下 17 人获得一等奖袁11 人获得二等奖袁8 人获得三等奖遥 获奖总人数袁
特别是一等奖人数居全市公办学校之首遥
绎4 月 25 日下午袁我校举办主题为 野多彩的世界 多元的文化冶2017 年研学旅行分享
会袁我校高一年级部分同学参加分享会并聆听了海外游学同学带来的见闻和感悟遥
绎5 月 6 日袁在市教工委组织的 2017 年中山市直属学校教工羽毛球赛中袁我校教
工代表队荣获季军遥
绎5 月 23 日下午袁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协会会员尧著名画家张燕芬女士在我
校蔡冠深报告厅举行了野艺术是心灵的阳光雨露冶专题讲座遥
绎5 月 25 日袁我校教师黄绮丽尧李晓丽老师分别获得中山市第十三届师生美术作
品渊插画冤评比一尧二等奖遥
绎5 月 26 日袁我校第十届第二次教代会在蔡冠深报告厅成功召开遥 校长高毅出席
会议并讲话袁教师代表和工会委员参加了会议遥
本版责任编辑院杨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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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 共筑精神家园”
要要
要中山市华侨中学隆重举行
2017 年中国文化节
野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struct Together a Spiritual Home冶
要Chinese Cultural Festival of 2017 Was Grandly Held on April 30th.
要要

4 月 28 日袁数千人齐聚侨中文化广场袁2017 年中山
侨中野弘扬传统文化共筑精神家园冶中国文化节正火热
上演袁带领同学们走遍大江南北尧览尽民族传统文化遥校
长高毅尧副校长郑玉良尧林子孚等领导出席活动袁高一尧
高二年级师生及部分家长参加了精彩的文化节活动遥
今年的中国文化节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展开袁创
意不断袁精彩纷呈袁从开学至今已陆续开展了野聚焦时政
热点袁品论社会生活冶公民教育论坛尧野以理服人冶知识竞
赛尧野诗音侨韵窑文峰寻径冶诗词大赛等活动袁28 日下午袁
同学们集中展示这些活动的成果袁同时开展了野最美不
过遇见耶礼爷冶环保时装秀尧野百团大战冶文艺汇演尧野博物
行千里 荟萃展今朝冶 中华传统文化创意市集等一系列
精彩活动遥
在环保时装秀上袁 同学们用废旧的床单尧 蚊帐尧彩
纸尧黑色塑胶袋等材料袁精心设计袁手工制作了各民族传
统服饰遥 师生模特一起登台展示袁现场欢呼声尧掌声不
断遥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共有 56 个民族袁每个民
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魅力遥 同学们用自己的巧手袁
发挥无限创意袁较好的诠释了民族文化遥
在社团文艺汇演中袁校舞蹈队尧街舞社尧话剧社尧文
学社尧校礼仪队等社团带来了精彩的演出遥 我校联合体
学校要东区中学也带来了他们的节目话剧 叶爸爸的生
日曳袁助阵文化节遥
今年的文化节创意市场突出了 野中华传统文化冶这
一主题袁以各民族尧省份命名的 61 个摊位按照其分布地
理位置和分布区域袁仿照长江尧黄河两大流域地形图袁依
次排开遥摊位前各具特色的口号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使人
目不暇接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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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尧老师和家长纷
纷光顾摊位袁出钱出力袁为同学们自己的野市场冶增添人
气遥 除此之外袁在摊位旁边袁还特别设置了文化展示牌袁
用来介绍各个省份代表性文物遥 校团委还特别设置了
野梦回神州吟留别冶班级文化任务袁通过问答游戏袁引导
同学们去探索中华文化袁在收获欢乐的同时袁获得知识遥
这是一个团结的平台袁同学们人人参与袁团结协作袁
以班级为单位袁展现集体的智慧和班级的凝聚力曰这是
一个包容的舞台袁侨中学子在这里开拓视野袁领略华侨
文化尧民族文化尧中华文化风情袁体验多元文化曰这是一
个创新的平台袁同学们自行设计跳蚤市场尧摊位游戏袁锻
炼策划能力尧创造能力尧动手能力和协调能力袁在实践中
学习袁在快乐中成长曰这也是一个合作的平台袁活动邀请
联合体学校助力我校中国文化节袁在展现我校风采的同
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学校的交流与合作遥这更是一
次温馨的盛会袁师生同台袁家校联合袁体验校园文化袁共
享办学成果遥
明年再见袁精彩继续浴

加拿大国际文化教育交流协会
会长甄祖亮一行莅校参观访问

Delegation of Canadian International Culture & Education Exchange Center Paid a
Visit to our School
4 月 13 日袁加拿大国际文化教育交流协会会长甄祖亮先生袁加拿大 UBC渊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冤 电机工程学院终身教授尧IEEE 院士尧 加拿大工程学院院士 Dr. Jos佴
Mart侏袁Dr. Juri Jatskevich 一行莅临我校袁参观访问袁受到我校校长高毅尧副校长林子孚
等校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当日下午两点半袁在高毅校长等领导的陪同下袁来宾们参观了侨中校园遥 沿着校
园林荫路走去袁新运动场尧锦鲤池尧第一宿舍尧心理辅导中心尧蔡冠深报告厅尧蔡继有堂
依次映入眼帘遥 一楼一宇袁一树一木袁凝聚着浓浓的华侨文化风情遥 高毅校长向来宾们
介绍了侨中的建校历史尧办学规模尧办学特色以及近年来学校开展对外交流尧推进国
际化办学进程方面的举措遥 在校园光荣榜上袁 加拿大客人看到了我校近年来考取
UBC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冤等世界名校的学生名单袁饶有兴致地驻足拍照遥
在学生餐厅袁来宾们巧遇正在复习功课的我校学生遥 同学们用流利的英文落落大
方地向来宾致敬遥 Dr. Jos佴 Mart侏 和 Dr. Juri Jatskevich 还亲切地与同学们就英语学习尧
留学规划等话题进行了交谈袁现场气氛活跃而又轻松遥
甄祖亮会长代表来宾对校方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遥 Dr. Jos佴 Mart侏 表示野侨中
校园非常优美尧整洁曰侨中学生见到我们会主动问候尧交谈袁非常有礼貌袁思维非常活
跃袁他们表现出的综合素质令人称赞遥 可以看出袁以高毅校长为代表的侨中老师对学
生关爱有加遥 冶
参观活动最后袁宾主双方合影留念遥

高毅校长等校领导与来宾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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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湾畔 友谊长存

要要
要我校师生赴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交流
Ever-Lasting Friendship on Shau Kei Bay
要Teachers
要要
and Students of Our School Paid an Exchange Visit to Shau
Kei Wan East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我校师生与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领导尧老师合影
5 月 18 日上午袁伴着淅淅的小雨袁我校 25 位师生在林子孚副校长带领
下袁前往我校姐妹学校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进行学习交流遥
18 日上午袁我校代表团在筲东校领导的带领下参观了筲东校园尧听取了
筲东校史介绍袁体验了野设计与应用科技冶课堂袁不仅领略了先进科学技术的
魅力袁还收到了筲东师生用 3D 打印机制作的精美纪念品遥下午袁我校师生分
成三组袁分别参与了摄影尧戏剧和中文的课堂体验与交流遥 在摄影课上袁同学
们利用手中的电筒与彩纸袁拍摄了一张张色彩斑斓的照片袁感受了最纯粹的
光与影的艺术曰形式新颖尧内容有趣的戏剧课为同学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体
验曰 而中文课的口语表达训练更是让同学们对语言的运用有了更深层次的
理解遥 当天恰逢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英语教学研讨活动袁我校教师认真听取了
英语教学公开课袁并与该校教师进行了深入地交流遥 19 日上午袁我校师生分
别体验了生物尧物理与旅游课程遥
此次活动袁 筲箕湾东官立中学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理
念尧开放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袁给我校师生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遥 优美的筲箕
湾畔袁带不走的袁是我们两校之间深厚的情谊袁是我校对筲箕湾东官立中学
未来发展的美好祝愿遥

香港中山侨中海外校友会、澳洲
中山侨中校友会校友归宁小侨
Alumni from Alumni Associations of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in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Returned to the Junior High
Campus
4 月 1 日上午袁香港中山市华侨中学海外校友会尧澳洲中山市华侨中
学校友会校友代表一行 28 人归宁母校袁受到了高毅校长尧何嘉莹副校长尧
林子孚副校长的热情接待遥
在苏华赞图书馆六楼会议室袁 高毅校长向校友们介绍了母校这些年
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遥 高校长对世界各地校友们一
直以来对母校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袁并希望校友们多回母校走一走袁为
母校的发展出谋划策遥
座谈会上袁 香港中山市华侨中学海外校友会会长黄雅仪对香港中山
市华侨中学海外校友会尧 澳洲中山市华侨中学校友会的主要成员一一做
了介绍袁她表示袁海外校友会将继续努力袁发展其他国家的校友会袁为母校
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遥
午饭后袁校友一行在高毅校长的陪同下袁参观了美丽的小侨校园遥 走
在安静的校园里袁他们或驻足于教学楼前袁或停留在画桥边袁听着校长对
校园建设情况的介绍袁对比小侨的往昔与今日袁不时发出阵阵慨叹遥
最后袁在蔡朝勋堂前袁校长与校友们留下了珍贵的大合影遥

高毅校长等校领导与校友代表在蔡朝勋堂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