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实验中学主要办学成果 

（2004-2008） 
★学校办公室 

广东实验中学高举素

质教育、特色教育和教改实

验三面红旗，坚持“以人为

本，以德树人，以质立校”

的办学理念，勇于探索，大

胆实践，不断凸显“实验性，

创新性，示范性”的办学特

色。通过多年来的探索与实

践，“艺术教育”、“体育”

与“科技教育”已成为学校

的特色教育项目，常规教学

和教育科研也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果。 

一、艺术特色：艺术之花璀

璨夺目 

广东实验中学弘扬艺

术教育优良传统，艺术社团

百花齐放，艺术教育再结新

硕果。 

04年，学校合唱团参加

全国第一届中小学艺术展

演比赛，荣获艺术表演类声

乐节目一等奖。7月，学校

合唱团参加第3届国际奥林

匹克合唱节取得优异成绩，

分别在青少年同声合唱、无

伴奏民歌、现代音乐作品比

赛中，勇夺金牌，其中参加

“现代音乐作品”比赛获金

牌冠军并获得本届合唱节

最高分，成为“冠军中的冠

军”。 

 

 

 

 

 

 

05年，学校合唱团夺得

广州市中学生合唱节“十连

冠”称号，夺得省中小学文艺

展演比赛一等奖；还夺得美

国、加拿大、香港三个国际合

唱节共计七项金奖、两项银

奖，成为世界合唱500强中排

名第五的顶级合唱团。学校管

乐团夺得全国艺术人才总评

选器乐类合奏冠军。学校小提

琴弦乐队夺得第二届 “国苗

杯”儿童艺术展演比赛全国一

等奖。学校舞蹈队夺得省中小                              

 

 

 

 

 

 



学文艺展演比赛一等奖，还

获得广州市中学生舞蹈比

赛一等奖第一名。 

07年，学校合唱团、舞

蹈队在第二届全国中学生艺

术展演比赛中，分别获得全

国一等奖。学校戏剧团获得全

国艺术竞赛一等奖金奖，并被

选送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

庆2008奥运会中国艺术表

演。学校管乐团、民乐团分别

获得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比赛

金奖。 

08年，学校合唱团参加

“第五届奥林匹克世界合

唱节大赛”勇夺现代作品组

金奖冠军、青少年同声组金

奖亚军、民谣组金奖亚军，

创造了三届参赛都夺得合

唱世界冠军的最好成绩，荣

获大赛组委会颁发的本届

比赛唯一的“卓越表现奖”。

学校合唱团进入世界合唱

三强。8月，学校管乐团在 

 

 

 

 

 

 

“2008年第32届维也

纳国际青年音乐节比赛”

中勇夺管乐类金奖亚军。1

月,学校戏剧团获得全国艺

术竞赛最高奖��国星奖，

并被选送到奥地利维也纳

金色大厅，参加庆祝 2008

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文化节

表演。学校弦乐团获得广州

市第五届学校艺术节器乐

西洋乐决赛一等奖第一名。

学校民乐队获得“中国艺术

特长生教育成果正式展示

活动”广东赛区总决赛三项

金奖一项银奖，还获得“广

东音乐合奏大赛”银奖。 

二、科技特色：创新奥赛捷

报频传 

广东实验中学高度重

视学科奥林匹克培训，广泛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科技创新活动，学生参加科

技创新、创意活动蔚然成

风。 

 

 

 

 

 

07年，在“第22届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

学校取得历史性突破，曾婧同

学和刘箐同学双双获得金牌，

杨勇才同学获得银牌。同时，

在“全国首届青少年创意活动

大赛”中，学校李靖忻、肖潇、

秦祈祥、吴曦洋、丁瑜、冯逸

俊等6名同学获得六枚金牌。 

08年，在“广东省第

23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学校7件作品获得了广

东省一等奖，5件作品和一

个科技实践活动报送全国

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在“第23届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

校共夺得两个银奖、四个铜

奖，是全国获奖最多的学

校。曾智、庆之、吴文昱、

万洪基四位同学获得了升

大学的保送生资格，成为广

东省获得这一保送资格最

多的学校。同时，学校的科

技实践活动也被评为本届

赛事的“十佳”科技实践活

动之一。在“全国中学生�未

来杯�创意大赛”中，学校

以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喜

获大赛最高奖“未来杯”，



还有三个项目获得一金两

银。在“国际发明展”中，

学校共获得一金4银4铜的

好成绩，曾智同学等研究的

科技发明项目获得节能减

排项目最佳奖在“全国中学

生节能精英赛”中，学校余

泽龙、杨鹤冉、何舒荔三位

同学获得全国总冠军，并获

得全部三个单项冠军。在

“广东省第六届少儿发明

展”中，学校共有6件作品

获得一等奖。 

04年，学校崔东豪、刘

逸伦和李燕聪同学获得

2004 Real UK全国比赛冠亚

季。霍家伟同学在“第21

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

获得一等奖。李理同学在

“2004年全国高中学生数

学竞赛”中获得省一等奖。

余臻、梁冬晖和董烨三位学

生在“2004年全国高中学生

化学竞赛”中均获得省一等

奖。 

 

 

 

 

 

 

 

 

 

 

 

05年，学校许之骥同学

勇夺第十届国际天文奥林

匹克竞赛铜牌，这是广东中

学生首次获得该项目的奖

牌。他还夺得广东省天文奥 

林匹克竞赛特等奖第一名。 

06年，学校钟琬婷同学

夺得2006年全国雅思考试第

一名，并创造了全国有雅思考

试以来的最高分和第一个总

分满分。王梦真同学夺得第

六届广东大中学生英语口语

大赛总决赛中学组冠军。 

07年，学校马皓楠、

余泽龙、黄航三位同学在

“2007全国天文奥林匹克

竞赛”中荣获全国一等奖

并入选奥林匹克国家队。 

 

 

 

 

 

 

 

 

 

 

 

 

马皓南同学代表中国参

加首届国际天文学与天体物

理学奥林匹克竞赛，勇夺竞赛

银牌。余泽龙、黄航两位同学

代表中国参加亚太地区天文

学奥林匹克竞赛，两人都夺得

竞赛银牌。另外，在第三届泛

珠三角及中华名校物理奥林

匹克邀请赛中，梁贤达同学获

得个人一等奖，学校获得团体

一等奖。 

07年，在全国敏特英语

全国总决赛中，学校卢致婷同

学获得唯一的特等奖。在第五

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

新与实践活动”决赛中，学校

梁嘉兴、梁棣瑜两位同学获得

全国NOC大奖赛智能机器人

项目虚拟机器人足球比赛金

牌。在世界奥林匹克机器人

竞赛(WRO)中国区选拔赛

中，许迪恺、屈智嵩同学获

得一等奖。 

08年，在“中美太空少



年竞赛2008年决赛”中，

学校余泽龙、李一然、王赛、

贺加贝等4名学生代表中国

参赛全部获一等奖。参加决

赛获得一等奖的高二级余

泽龙、李一然、王赛三位同

学已被美国名牌大学破格

录取。在“2008年全国中学

生天文奥林匹克竞赛决赛

及国际邀请赛”中，学校获

得团体一等奖第一名，马皓

南同学获得全国一等奖第

一名，张源同学获得一等

奖。在“国际天文学与天体

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中，

马皓南同学获得铜牌。在

“国际天文学奥赛”中，张

源同学获得银牌。吴宇骞同

学在获得全国水科技比赛

一等奖第一名后，代表中国

参加“世界水周及斯德哥尔

摩国际青少年水奖比赛”，

夺得第三名。 

08年，学校李业鑫、

黄东明、蔡卓骏、俞文秀等

4位同学获得“2008年全国

高中数学联赛”4个一等奖，

并获得高考保送资格，黄东

明获得“第十九届希望杯全

国数学邀请赛”全国一等

奖，丁添、杨重博、梁旭彬

等3名同学分别获得“第十

九届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

赛”三等奖。罗思艺同学获

得“第六届中国女子数学奥

林匹克竞赛”铜牌。梁旭彬、

杨重博、林中乔3位同学的

参赛论文荣获“首届丘成桐

中学数学奖”全国总决赛优

胜奖。 

08年，学校高二级钟琬

婷同学参加“2008年全国中

学生生物学联赛”荣获一等

奖，并获得高考保送资格

（已提前被香港科技大学

录取）。蔡卓骏同学参加“第

29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荣获全国一等奖，并获得高

考保送资格。杨博宇同学参

加第七届“二十一世纪

杯”全国中学生英语演讲

比赛，获特等奖第一名。陈

心阳同学参加2007－2008

年度“启源杯”全国英语

超级联赛总决赛获个人冠

军，学校获团体冠军。 

07年以来，学校共有16

个科技教育特色项目被国

家省市立项并获得资助。 

三、体育特色：体育强校闻

名遐迩 

广东实验中学全面推

进体育教育，广泛开展羽毛

球、游泳、田径、篮球、网

球、乒乓球、无线电测向等

群众体育运动，体育竞技水

平出类拔萃，学生身体素质

不断提高。 

 

 

 

 

 

 

04年，学校羽毛球队参

加“2004年广州市中学生羽

毛球传统项目锦标赛”，获

得三个团体第一名。05年，

学校羽毛球队参加“2005

年全国中学生羽毛球锦标

赛”，获得初中甲组、乙组

女子团体冠军。06年，学校

羽毛球队代表中国参加“第二

届世界中学生羽毛球锦标

赛”，囊括男女学校队、男女

选拔队四个世界冠军。07年，

学校羽毛球队囊括广州市中

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全部冠军，

囊括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冠

军赛全部团体冠军和七项单



项冠军，还夺得“全国中学生

羽毛球锦标赛”四项冠军。

08年,学校羽毛球队再次代

表中国参加“第三届世界中

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勇夺

三个世界冠军。 

04年，学校无线电测向

队参加“HYT”杯全国青少

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 80米

波段测向赛”获得初中组全

国团体冠军。08年，学校无

线电测向队参加“2008年全

国中学生无线电测向比赛”

勇夺4个团体冠军、2个团

体亚军，成为全国成绩最好

的学校。学校黄铮、许嘉咏

两位同学获第十四届世界

无线电锦标赛团体第八名。 

08年，学校网球队参加

“2008年广东省中学生网

球锦标赛”获得男子双打冠

亚军、女子双打冠亚军、女

子单打冠军、男子单打亚

军。学校陈冠龙同学参加美

国纽约 14岁青少年组网球

单打比赛中分别荣获一个

冠军、一个亚军。学校乒乓

球队参加“2008年广州市中

小学生乒乓球赛”勇夺初中

男子团体、初中女子团体双

冠军。学校游泳队参加

“2008年广州市中学生游

泳运动会”获得高中组团体

总分、初中团体总分两个亚

军。学校田径队分别荣获

“越秀区中学生田径运动

会”初中组团体冠军和“荔

湾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高

中组团体冠军。 

08年，学校正式成立

“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 ，被国家体育总局确

认并获得资助；学校与广东

南粤乒乓球交流中心联合

创办了“广东实验中学乒乓

球培育基地”。 

四、教研特色：教学科研双

双丰收 

广东实验中学高度重

视常规教学，讲究教学科研

化，注重初高三毕业班复习

备考指导，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 

 

 

 

 

 

 

 

04年，学校荣获广州市

高中毕业班工作一等奖，陈

雪华同学荣获全省总分状

元，高考升学本科率近

100%，重点率达74.35%。 

05年，学校荣获广州市

高中毕业班工作一等奖第

一名。黄仲强同学一人独得

“三料状元”；学校首届创

新人才培养实验班49人

100%上重点，其中，总分800

分以上的有22人；全校404

人参加高考，总分800分以

上的人数达41人（44人

次），占广州市27.7%，单科

800分以上的79人次，重点

率为82.92%，夺得两个总分

状元（黄仲强）、和两个学

科状元（黄仲强和王骞）。 

06年高考，学校有15人

次进入广东省高考总分前

100名，杨洋、孙贝贝、林瑞

辉等三人分别夺得高考总分 

 

 

 

 

 

 



状元，徐海燕、宋婷、杨

洋等三人分别夺得高考单科

状元。学校进入高考总分前

100名人数、夺得高考总分状

元和高考单科状元人数均创

历史最高纪录。 

07年，陆丹彤同学荣获

2007年广州市中考总分状

元，五名同学进入广州市中

考总分前十名，创造了中考

历史上学校顶级高分考生

的新纪录。同时，2007年高

考，学校黄维冠、李文豪、

王语博、陈哲闻四位同学理科

基础150分，并列全省理科基

础第一名；总分645分以上共

28人。 

08中考，学校冉婧同学

荣获广州市中考总分状元。

学校有3名同学位列广州市

中考总分前10名。08高考，

学校黄晶晶同学获得广州

市“历史类五科总分”第一

名；张艺川、张雄骐同学并

列广州市理科数学单科第

一名。学校有4名同学进入

广州市文科总分前10名；

文科总分645分以上的高分

考生全广州市共16名，学

校有6名同学；理科总分

660分以上的优秀生全广州

市共24名，学校有7名。 

07年，学校“以艺术

教育为特色实施素质教

育”科研成果荣获广东省

第六届普通教育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学校“普通高中

学生学业评价探索”科研

成果荣获广东省第六届普

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08年，学校科研课题

“区域科普资源共享平台建

设”获得广东省自然科学基

金立项审批，这是迄今为止

获得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的

第一个中学研究项目。 

07年，学校出版了《心

灵体操》、《走进省实》和

《方寸文学世界》三本校本

教材，还出版了从初一到高

三共9个文化学科的教辅读

本《金牌作业本》，赢得了

社会广泛赞誉。 

（责任编辑：姚训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