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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辉主任担任毕业典礼司仪

刘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致词和介绍嘉宾

张筱斌主任统筹毕业典礼程序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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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学校
小学第85届
初中第18届
高中第15届

联合毕业典礼
二零一一年六月五日

张艳老师领唱中美两国国歌，拉开了毕业典礼的序幕



校董会主席关信民致欢迎词



中国海外侨联顾问、三邑总会馆书记关洛章致词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毛清文副总领事莅
临典礼致词并为高中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毛清文副总领事对毕业生说：
你们是家人的希望，

学校的光荣，国家的未来。



初中毕业生代表邓旭山同学致谢词



高中毕业生代表，今年史丹福大学新生蔡超君同学致谢词



校董会主席、校监、校长在接受毕业生向学校赠送的纪念品



毕业生
齐唱

毕业歌



三邑总会馆书记关洛章与该会馆莅临本校毕业典礼
的全体董事向本校颁发三邑助学金22080美元。



南海福荫堂
向南侨学校
颁发奖学金
17600美元；
颁发助学金
11390美元。



花县总会馆
阳和总会馆
林西河堂

分别向学校
颁发奖学金
3300美元
300美元
200美元



左图：中领馆毛清文副总领事向第十一
届华文少年作文比赛获奖者颁奖。

上图：毛清文副总领事、吴刚领事与第
十一届华文少年作文比赛获奖师
生合影。



南侨学校刘校长、《侨报》驻中国城办事处负责人吴卓明
与荣获开卷有益读书活动阅读奖的学生合影



李碧文老师（中）荣获本学期优良教师奖



学校舞蹈组的精彩表演，为毕业典礼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毛清文副总领事、吴刚领事、各位侨领、
校董们、校长、主任、老师与高中毕业生

合影留念



第十五届高中
毕 业 生 芳 名



毛清文副总领事、吴刚领事、各位侨领、
校董们、校长、主任、老师与初中毕业生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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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初中毕业生芳名（1）

黄曦华 黄靖贤 陈 怡 黄嘉恩
黄嘉琪 余嘉欣 曲轩佑 彭梓正
雷婷婷 朱家豪 黄河麟 黄嘉琪
翟良珍 梅美霞 苏静雯 梁蔼雅
张露莳 赵晓欣 谭丽姿 关仲舜
利铭恩 陈韵琦 胡博仲 张进杰
黄树荣 董可贵 伍晋安 杨伟旋
李嘉辉 曹燕珊



2011-5-24SMH 22

第十八届初中毕业生芳名（2）

余肇明 余宇文 吴君琳 黄伟忠
郑金丽 罗绍明 罗榆斌 欧阳莹
梁恺羚 张 敏 邓旭山 陈欣欣
陈青青 陈怡得 余思慧 黄绮玲
黄浩斌 赵娇燕 朱碧瑜 赵嘉威
利锦安 余咏琴 黄杏娥 蔡玉莹
容任贤 冯昊勤 钟玉恩 周智辉
刘安妮 司徒艳芳



毛清文副总领事、吴刚领事、各位侨领、
校董们、校长、主任、老师与小学毕业生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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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届小学毕业生芳名（1）

徐世麟 黄馨仪 何定欣 赵芳婷 黄晓铭

李佩莹 张嘉怡 麦冬仪 李文翔 李文婷

余冬卉 何嘉成 谭淑婷 毕敏仪 黄骏红

梁远智 黄泽钧 蔡颖诗 李丽萍 李慧明

江绮静 江绮琪 谢玉瑜 张绮杏 江 能

余学泓 谢嘉茵 谢嘉乐 孔天娜 王慧心

梁思捷 余柏朗 何咏霖 黄伟健 司乐伯

司安爵 江婉湄 黄俊杰 林敏欣 李亦桃

黄家乐 叶耀坤 陈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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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届小学毕业生芳名（2）

颜佩瑜 张进施 关道彪 陈国权 黄文诏
梁嘉丽 梁健文 聂雅慧 邝嘉威 邝咏心
谢嘉伦 谢嘉宇 谢嘉敏 陈嘉颖 吴玉仪
翁坤仪 丘维婷 梁伟楠 黄恭愉 梁淑玲
叶雅媛 李敏怡 李敏欣 邝清连 陈京夏
陈玉莹 陈颖雯 黄绮澄 黄雅颖 黄杏清
罗煊琦 吴清源 谢司聪 姚咏心 蔡益邦
方艾伦 方佩佩 冯曜勤 曹文杰 梅美健
林巧婷 黄忠伟 司徒美姿



中领馆毛清文副总领事、吴刚领事
各位侨团首长、校董们、校长

与高中毕业生齐切蛋糕，期盼大家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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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学校
小学第85届
初中第18届
高中第15届

联合毕业典礼
二零一一年六月五日


	南侨学校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Slide Number 7
	Slide Number 8
	Slide Number 9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1
	Slide Number 12
	Slide Number 13
	Slide Number 14
	Slide Number 15
	Slide Number 16
	Slide Number 17
	Slide Number 18
	Slide Number 19
	Slide Number 20
	Slide Number 21
	Slide Number 22
	Slide Number 23
	Slide Number 24
	Slide Number 25
	Slide Number 26
	Slide Number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