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4日至 5日袁高毅校长陪同市政
协主席丘树宏赴香港拜会全国政协常委尧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尧粤港澳大湾区企业
家联盟创会主席尧 香港新华集团主席尧我
校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博士, 就推进香港
与中山两地合作交流袁以及香港新华集团
支持中山教育事业等事项作深入交流遥
在香港新华集团总部袁蔡冠深董事长

与市政协主席丘树宏一行进行了友好座
谈遥丘主席向蔡冠深董事长介绍了中山的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省委书记李希同志
到中山市调研时对中山提出的野奋力建设
珠江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支撑点尧沿海经
济带的枢纽城市尧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一
极的三个定位冶遥
蔡冠深董事长表示袁他将带领香港中

华总商会尧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袁把
握国家野十三五冶规划尧野一带一路冶建设尧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尧经济创新发展带来的
机遇袁发挥香港的引领优势袁加强香港与
内地及国际的交流合作袁错位发展尧强强

联合尧互利共赢遥他说袁新华集团是国家改
革开放野引进来尧走出去冶的积极参与者袁
今后将坚持野立足香港袁背靠神州袁面向世
界冶的宗旨袁内涵外延并举袁使命担当并
重袁继续追随祖国发展的脚步袁参与国家
以及周边地区袁尤其是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
家的经济建设袁推动国家与国家尧地区与
地区尧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文化和教育交流
合作袁大力增进民间往来遥同时袁积极报效
祖国尧回报家乡袁此次将捐款 1000万人民
币建造市侨中科学馆遥
多年来袁以蔡冠深董事长为代表的香

港蔡氏家族始终关心和支持祖国的教育尧
科技尧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遥 蔡冠深董事长
深明科教兴国之重要袁他热心公益袁回馈
桑梓遥在蔡冠深董事长带领下的香港中华
总商会尧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有力践
行野中国梦冶的足音袁生动展现了新华超越
乡情袁大爱中华的家国情怀袁为国家野一带
一路冶建设袁公共外交以及助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遥

高毅校长陪同市政协主席丘树宏
赴港拜会蔡冠深董事长

近日袁从省教育厅传来喜讯袁我校获评广东省首届野百佳学生资助
工作单位典型冶袁可喜可贺遥
根据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叶关于开展野全国百佳学生资

助工作单位典型冶评选宣传活动的通知曳和叶关于开展野全国百名优秀
学生资助工作者典型冶评选宣传活动的通知曳要求袁省教育厅组织开展
了广东省野百佳学生资助工作单位典型冶遥
经省教育厅专家汇总尧审核尧公示袁最终确定我省 64个学生资助

工作单位典型袁我校是全市唯一一所荣获野广东省百佳学生资助工作
单位典型冶称号的普通高中学校遥获此殊荣袁既是对我校多年来扶困助
学工作的肯定袁又是一种鞭策尧责任和使命遥今后袁我校将充分发挥野助
学育人 全面发展冶的价值引领作用袁全面提升扶困助学工作质量袁深
化助学内涵袁打造育人品牌袁从而推动我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整体水
平提升遥

我校获评广东省首届“百佳
学生资助工作单位典型”高毅校长渊右二冤与赵阳理事长渊中冤等领导合影

郑玉良副校长等我校领导与来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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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0日至 11日袁 伴着淅淅的
小雨袁我校 28位师生在体艺处主任孔
凡平和德育处主任徐璇的带领下前往
香港袁 与姐妹学校香港筲箕湾东官立
中学进行学习交流遥

10日上午我校师生一抵达香港袁
随即受到筲东师生的热情欢迎遥 筲箕
湾东官立中学校长赖炳辉带领我校师
生参观了筲东校园并介绍了筲东的校
史遥 筲箕湾东官立中学创立于 1963
年袁尤以工科见长袁经过多年发展袁课
程几经改革袁 目前已成为科目均衡完

善袁 文理工商资讯科技一应俱全的学
校遥
本次交流访问的主题为有效课堂

教学尧 香港教育现状和如何运用电子
学习等适异教学策略照顾学习多样
性遥 交流期间袁我校师生围绕主题袁分
别参与了筲箕湾东官立中学的 叶通
识曳尧叶旅游与款待曳尧叶数学曳尧叶设计与
应用科技曳等课堂体验活动遥侨中同学
与香港同学一起上课袁 体验不同的教
学方式袁同学们积极踊跃发言袁快速融
入香港的课堂教学遥 老师们全程参与

听课尧评课过程袁与姐妹学校师生一起
探讨中港两地教学的发展及有效教学
和电子学习的相关教研内容遥
在此次交流活动期间袁 我校师生

深入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课堂袁体
验了香港电子化课堂教学模式袁 感受
到了香港开放多样的教学理念袁 其注
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理
念为我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遥 两
天的交流活动转瞬即逝袁 两校师生在
此过程中进一步增进了了解袁 也结下
了更加深刻的友谊遥

我校师生赴香港筲箕湾东官立中学交流访问

两校师生合影

4月 19日下午袁由中山市港澳事
务局联合香港教育局主办袁中山市教
体局尧 中山市华侨中学承办的 2018
年香港青少年国防体验营活动在我
校举行遥在中山市港澳事务局科长黄
文伟的陪同下袁香港东华三院陈兆民
中学尧保良局颜宝铃书院尧东华三院
伍若瑜夫人纪念中学约 50位师生莅
临我校交流访问袁受到我校副校长郑
玉良尧德育处主任徐璇等领导师生的
热情接待遥
当日下午三点袁在接待 2室举行

的座谈会上袁来宾们首先观看了我校
宣传片叶甲子风华 侨通天下曳袁了解

了我校的发展沿革遥郑玉良副校长在
致辞中介绍了我校办学情况袁回顾了
近年来我校与香港学校之间开展的
一系列交流活动袁并希望借着此次活
动袁能够进一步加强我校师生与香港
师生的交流与互动袁增进两地青少年
的友谊袁推动香港与内地文化教育事
业的共同繁荣遥
接下来袁我校学生代表杨鹏宇同

学向来宾赠送了纪念品遥 稍后袁在我
校师生的陪同下袁来宾们分组参观了
美丽的侨中校园遥途经野1954冶青少年
邮局时袁香港师生还将写好的纪念明
信片投入到邮箱中袁寄回家中袁以此

见证两地青年交流尧分享尧共同学习尧
共同成长的美好时光遥
下午袁香港学生在我校学生的陪

同下分组体验了书法尧 剪纸艺术袁练
习了武术袁领略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遥 广东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尧中
山市优秀专家窑拔尖人才尧 我校教师
王世勋带领大家体验了一次精彩纷
呈的野阳光历奇冶拓展活动遥两地学生
在快乐游戏的过程中袁 活跃了气氛袁
增进了友谊遥 活动最后袁两地领导师
生合影留念遥

同心同行同成长 共建共享共发展
要要要香港青少年国防体验营交流活动在我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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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简讯 Campus Brief News

绎4月 28日袁我校初中部举行野校友进课堂冶活动袁邀请 8位杰出
校友回校与侨中学子交流成长心得遥 我校副校长何嘉莹出席活动遥
绎5月 8日下午袁我校举办野香山草木院开花的智慧冶华侨文化大讲

堂专题讲座袁邀请中山国有森林资源保护中心林业工程师尧植物学硕
士廖浩斌先生莅校讲座遥
绎5月 11日讯袁从团市委尧市教体局传来喜讯袁我校获评首批中山

市中学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冶试点学校遥
绎5月 19日袁2018年中山市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在兴中体育场

落下帷幕遥 我校田径队经过艰苦的拼搏袁获得高中组团体第八名袁女子
跳高尧男子 400 米栏尧女子 4x100 米等三个项目第三名袁学校还获得
野体育道德风尚奖冶遥
绎5月 30日讯袁我校对外交流处主任林国胜积极响应市教体局号

召袁开展扶贫支教工作袁为云南昭通实验中学设计募资建设地理生物
园遥
绎6月 1日讯袁在第十二届 IEEA国际英语精英赛广东省决赛中袁

我校荣获团体辩论赛二等奖和优胜奖袁同时荣获个人演讲比赛一等奖
3名袁二等奖 3名袁三等奖 5名袁优胜奖 3名遥

Congratulations on Guo Zhiying's Winning the Most Virtuous Teenager in South Canton

热烈祝贺
我校学子郭芷滢获评

最美南粤少年·美德好少年

5月 17日袁在市外事侨务局谭文辉副
局长的陪同下袁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
副主任尧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赵阳
等领导莅临我校指导工作袁受到我校高毅
校长尧周红梅副校长等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赵阳理事长一行首先在高毅校长等
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遥 稍后袁在 A栋
华文教育实践基地召开的座谈会上袁高毅
校长向赵阳理事长一行介绍了近年来我
校在推广华文教育尧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开
展的主要工作以及校董会校友会运作情
况遥 高毅校长说袁市侨中建校尧复校均得益
于华侨的鼎力相助袁广大校董尧校友多年
来出钱尧出力尧出心尧出时间袁促进了侨中
的飞速发展遥 华侨文化是我校与生俱来
的尧天然而成的最核心的学校文化遥 赵阳
理事长对我校积极推广华文教育袁传播中
华文化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袁并详细询
问了我校师生规模尧办学历史尧高考升学
率尧校董会校友会运作等情况遥

最后袁来宾们一行在我校 B栋大堂华
文教育基地牌匾前合影遥
据悉袁自 2013年我校获准成为国务院

华文教育基地以来袁积极参与省侨办与省
教厅联合举办的推荐教师赴海外华校支
教活动袁选派黄晓庆老师远赴印度尼西亚
开展支教活动袁组织名师赴欧洲尧大洋洲尧
美洲巡讲袁推广华文教育遥 我校与中山市
外事侨务局联合主办了 野中国寻根之旅冶
中美师生夏令营袁 并与美国尧 新加坡尧香
港尧澳门等国家渊地区冤开展师生互访尧交
流等一系列活动袁增进海外华裔及港澳台
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袁提高了他们学习汉
语的兴趣遥 早在 2014年 12月 28日袁全国
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尧时任中国华
文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赵阳等领导莅临
我校, 对我校华文教育工作开展情况予以
高度评价遥 今后袁我校会继续大力推广华
文教育工作袁为推广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做
出积极贡献遥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赵阳等
领导莅校指导工作

部分获奖师生合影

5月 12日至 13日袁第十九届广东省
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在佛山市第三中学
举行袁 我校创客团队和机器人团队参加
比赛袁一举拿下创客项目初中组第一名尧
高中组第二名袁并双双入选国赛袁将代表
广东省参加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决
赛袁机器人项目荣获省二等奖和三等奖遥

据悉袁我校创客团队在张封尧袁港尧
周卫老师的指导下袁 通过中山市电脑制
作活动及现场创客马拉松的选拔袁 最终
陈峻宇尧袁卓杰尧黄伟航尧杨团业等 4 位
同学经过层层选拔获得参加省赛资格遥 4
位同学带着他们奇思妙想的创意创客作
品袁与来自全省其他地市的 60名优秀创
客小达人一起进行了创客现场赛遥 比赛
中袁 我校几位小创客沉着冷静尧 稳定发
挥袁体现出了侨中学子优秀的编程能力尧
熟练的硬件使用能力尧 规范的工具操作
能力尧创新的思维能力尧良好的团队合作
意识和极高的综合素养遥
机器人团队罗云帆尧 杨旨昊尧 谢玉

涛尧 吕龙飞等同学分为两队在杨正老师
的指导下袁通过市赛的选拔杀入省赛袁参
加高中二对二机器人足球竞赛遥 比赛中袁
同学们在 1 个半小时的现场拼装后袁直
接进行现场比赛袁最终经过激烈争夺袁两
队分获省二等奖和三等奖遥

此次比赛我校获得优异的成绩袁是
学校一直以来重视科创工作的必然结
果遥 学校历来重视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尧
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培养袁 每年举办
规模盛大的创客节袁设有创客尧机器人尧
航模等诸多科创社团袁 锻炼学生的科学
探究及实际动手能力袁 在全校形成一股
科技探索的氛围遥 学校也先后荣获省市
创客大赛特等奖尧 全国及省市中小学电
脑制作活动一等奖尧 全国机器人大赛一
等奖等诸多荣誉遥

蔡冠深董事长与丘树宏主席一行座谈

President Gao Yi Accompanied Qiu Shuhong, Chairman of the Zhongshan Municipal CPPCC Committee, to Visit Dr.Jonathan Choi in HongKong

The Chairman of Chinese Education Foundation要要要Zhao Yang Visited Our School for Guidanc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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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id A Visit to HongKong Shau Kei Wan East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Hand in Hand, Step by Step, We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nd Share Common Development
要要要HongKong Youth Defence Experiencing Camp Exchange was Held in Our School

Our School was Awarded the First "Top 100 Model of Providing
Financial Aid to Students "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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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野文化育人袁以文化人冶的宗旨袁我校于
4月 28日尧5月 11日在高尧 初中部分别举行主题
为野千古丝路通古今袁耶一带一路爷连世界冶要要要第
九届国际文化节尧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奏响青春
激昂旋律冶要要要2018年中国传统文化节活动袁我
校校长高毅袁副校长郑玉良尧何嘉莹等领导与高尧
初部数千名师生尧家长代表齐聚文化广场袁参加
活动遥
在 4月 28日高中部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文化

节上袁同学们秉承侨中弘扬野与时俱进的创新精
神冶传统袁紧紧围绕野一带一路冶主题袁将准备了一
个多月的活动成果进行了全方位展示遥 活动设置
了野耶思爷路万里袁交融呈熠冶环保时装秀尧野驼铃悠
悠传古道袁海哨萧萧海帆升冶文化创意市集尧野探
古今中外 寻一国宝藏冶趣味历史体验尧野歌舞绸茶
古今扬冶文艺演出和野一带一路的前世今生冶文化
长廊等一系列活动袁集趣味尧知识尧创意尧环保尧传
统文化等各种元素于一体袁既彰显了我校著名的

侨校特色袁又让同学们对野一带一路冶有了更深的
理解袁更展示了侨中学子的无限创意遥
在 5月 11日初中部举行的 2018年中国文化

节上袁同学们上演了野最炫民族风冶环保时装秀尧
野文韵逸侨 经典再现冶经典演绎大赛袁活动现场创
意不断袁精彩纷呈遥 同学们用废旧的床单尧蚊帐尧
彩纸尧 黑色塑胶袋等身边各种环保材料设计服
装袁以服装为载体袁凸显野最炫民族风冶的主题袁手
工制作了各民族的传统服饰袁并加以展示遥 同时

将经典名篇 叶红楼梦曳叶零丁洋上的哀叹曳叶白毛
女曳叶送别要要要城南旧事曳 搬上舞台加以演绎袁现
场欢呼声尧掌声不断遥
在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开展学习十九大精神

之际袁我校结合实际情况及侨校特色袁以野一带一
路冶为纽带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袁把中国梦
和侨中梦结合起来袁赋予了活动以全新的时代内
涵遥 同学们人人参与袁团结协作袁以班级为单位袁
展现了集体智慧和班级凝聚力遥 活动融合文化尧

体育尧艺术尧环保尧娱乐尧科学等各种元素袁锻炼了
同学们的策划能力尧创造能力尧动手能力和协调
能力袁体现了华侨文化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及世界各国文化袁全面展现了侨中学子的青春风
采遥

我校开展 年文化节系列活动

继语文创新作文竞赛尧习思英语竞赛之后袁初二年级学
子在 2018年全市生物竞赛中又获佳绩浴 参加竞赛的 20名
学生中有 19人获奖袁 其中获市一等奖 8人袁 获市二等奖 9
人袁获市三等奖 2人遥 李晓玲尧姚晓霞获评优秀指导教师遥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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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竞赛获奖师生合影

一等奖院曾玉梅尧娄宇阳尧陈美如尧冯柏
高尧钟婷婷尧唐忠祥尧柯耿杰尧刘 喆
二等奖院萧泽荣尧林冠翰尧马霭霖尧郭健

邑尧陈屹然尧简靖文尧王艺涵尧陈 思尧王乐坚
三等奖院尹俊熙尧熊宛琪

为提高我校体艺学科教学水平袁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袁 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袁近日袁我校高中部陆续开展了篮球
赛尧排球赛尧足球赛袁以及 2017-2018
学年度野戏剧冶模块教学展示等体艺活
动遥
从 3月 20日至 4月 23日袁 前后

历时约一个多月袁 高二年级篮球赛圆
满落下帷幕遥赛场上袁各个参赛班级敢
打敢拼尧奋力争先袁体现出良好的团队
意识袁更展现了侨中学子自强不息尧敢

争第一的精神风貌遥 最终袁高二 8班尧
高二 18 班分别摘得文尧 理科比赛冠
军遥
承接高二年级篮球赛的火热袁4月

28日袁我校高一年级排球赛精彩上演遥
经过半个多月的比拼袁5月中旬袁 排球
赛圆满落幕遥 高一 14班等八个班级荣
获一等奖袁 高一 1班等八个班级荣获
二等奖遥
与此同时袁5月初袁 由学校体艺处

组织的 2017-2018 中山市华侨中学

野校长杯冶 高中男子足球联赛激情开
赛遥 本次活动吸引了高一高二年级各
班同学的积极响应袁 各班级或班内组
队袁或跨年级跨班相互组队报名参赛遥
同学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袁 尽享阳光
体育的快乐遥
此外袁 为展示我校艺术模块教学

成果袁4月 26日下午袁我校在蔡冠深大
礼堂举行艺术野戏剧冶模块教学展示活
动遥 参加本次展示活动的戏剧均为我
校同学根据经典作品改编而来袁 内容

紧紧围绕主题袁 全面展现了新时代青
少年学生爱党尧爱国尧爱人民的远大志
向遥 最终袁作品叶选择曳荣获一等奖袁作
品叶本心曳尧叶梦幻游记曳尧叶近视曳荣获二
等奖遥

我校通过开展上述体艺活动袁不
仅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袁展
现了学校极具特色的体艺教学成果袁
也为同学们施展才华搭建了平台遥

我校开展体艺系列活动

篮球赛 排球赛 足球赛 戏剧模块教学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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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chool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Sports and Art Activities

Our School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Annual Cultural Festival Activities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袁深化未成年人中国
梦学习教育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市教体局
开展了 2018年中山市美德少年评选活动袁最终我校共有 7
名同学荣获野中山市美德少年冶荣誉称号遥 希望各位侨中学
子能够以这些先进个人为榜样袁向他们学习袁明确心中的
目标并为之奋斗袁展示侨中学子的力量袁做一个野自强不息
敢争第一冶的侨中人遥

我校学生获评
“2018年中山市
美德少年”

附院我校 2018年中山市美德少年名单
初一渊5冤班 林安格 初二渊4冤班 顾美桦
初二渊11冤班 陈美如 高一渊10冤班 罗云帆
高二渊14冤班 侯普涵 国际部高二 徐睿

高三渊1冤班 徐德馨

近日袁从市教体局教研室传来喜讯袁在中山市 2018年初中数学尧物理尧化学三大学科竞赛中袁我校初三学子发扬野自强不息袁敢
争第一冶的侨中精神袁共有 74人次获奖袁其中袁19人荣获一等奖袁34人荣获二等奖袁21人荣获三等奖袁可喜可贺浴
附院获奖名单
数学竞赛院
一等奖院李佳恒尧梁一铭尧梁 铭尧杨昊川尧廖硕骏尧张尔彦尧傅饶
二等奖院董书文尧陈韬旭尧唐 莹尧林思思尧黄伊婷尧田奕亮尧李铭深尧林坚源尧李骞
三等奖院尹艺涵尧苏俊华尧吴均杨尧李星羿尧陈乐谦尧郑锐
辅导教师院宋子红
物理竞赛院
一等奖院杨竞元尧李佳恒尧梁铭尧张祖铭尧黄梓珣尧李志豪
二等奖院陈韬旭尧陈怡君尧邓金诚尧简嘉辉尧梁一铭尧刘子琦尧石英祺 尧

唐莹尧童邵华尧颜斯如尧杨昊川尧叶益银尧张尔彦尧郑锐
三等奖院蔡乐琪尧陈君翔尧陈钰文尧董书文尧何子劲尧黄梓峰尧杨幸琪
辅导教师院梁国盛尧马国庆尧孙建华
化学竞赛:
一等奖院林坚源尧张孜妍尧李佳恒尧梁铭尧李志豪尧李铭深尧毛迪生
二等奖院谭杰尧廖硕骏尧邱扬尧杨昊川尧尹嘉阳尧颜斯如尧李欣蓓尧尹艺

涵尧刘子琦尧陈韬旭尧李淑华
三等奖院张尔彦尧黄梓珣尧陈钰文尧陈睿思尧周梅琳尧梁一铭尧蔡依彤尧

吴均杨
辅导教师院吴仲娟

我校 19名初三学子荣获中山市
数学物理化学三大学科竞赛一等奖

物理竞赛获奖师生合影

化学竞赛获奖师生合影数学竞赛获奖师生合影

19 Junior Three Students in Our School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ree Subject Competitions of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Chemistry in Zhongshan

The Students of Our Shool Were Rated "2018
Zhongshan Virtuous Teenag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