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第五中学 2019年高中招生计划

招生总数

580

人

自主招生 47 人，招

收有学科特长和创

新潜质的资优生，通

过综合考评提前录

取， 编入“张衡班

（985 特优班）”

提前批 493 人（含艺

术特长生 15 人，体

育特长生 15 人）

第一批 40 人

广州市户籍生

（海珠区）

海珠区异地户

籍借读生

海珠区指标到校生

广州市户籍生

老三区异地户籍借读生

广州市户籍生（老三区）

老三区异地户籍借读生

43 人

4 人

290人

164 人

39人

37 人

3 人

备注：最终招生计划以广州市招办公布为准

招生批次与招生人数

广州市第五中学近三年录取最低分数

户籍

生最

低录

取分

696

702

707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异地

借读

生最

低录

取分

713

717

716

独立批

最低录取分数

户籍

生最

低录

取分

674

656

640

异地

借读

生最

低录

取分

689

690

697

外区

最低

录取

分

674

656

649

户籍

生最

低录

取分

672

683

640

异地

借读

生最

低录

取分

688

684

693

提前批

最低录取分数

第一批

最低录取分数

年份

五中学生正在用 SoildWorks软件设计航模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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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五中目前已成为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等 C9 联盟大学的优

质生源基地， 同时也是广州大学

和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基

地， 更有邀请合作和指导办学单

位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山大学、华南工业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和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支持，

学校将大力开发利用上述高校资

源，成立“张衡书院”，为拔尖学生

提供更好的学习和研究的资源和

环境。 学校可以提早让部分拔尖

学生参观大学实验室、 参与旁听

大学课程、 提早选修部分大学通

识课程、观摩医学实验、跟随大学

教授做科研， 也可以邀请上述高

校的教授给五中学生作报告。 通

过这样的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和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提出

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

力， 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打下

基础。

在五中， 每一种发展可能，都

会受到尊重；每一个方向的生长，

都会得到激发；每一种能力，都能

找到成长的土壤， 让孩子的人生

丰富，让不同爱好、不同潜质的学

生都能健康、快乐、充分地发展。

2019 年 3 月，两则喜讯传遍

五中校园：广州五中高三（4）班李

庚泽同学被清华大学预录取！ 广

州五中被认定为“广州市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实验学校” ！

奋斗是青春的底色， 五中是

成功的平台。近年来，一批认同五

中“科雅育人”办学特色，有一定

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初三学子

来到五中， 他们在五中搭建的各

个平台上不断追求卓越， 展现出

良好的学术潜质和综合素养。

2011年全面发展的童同学考入北

京大学；2017 年“五中金牌小主

持人” 莫同学以艺术类考生文化

成绩全省第 5名的成绩获得中国

传媒大学录取；2018 年爱好航模

飞行的王同学考入空军工程大学

防空导弹火控技术与指挥专业，

爱好航模的牟同学考入海军工程

大学舰船安全与防护分队指挥专

业， 爱好美术的曾同学考入四川

大学环境设计专业……

追求卓越，人生出彩。广州五

中坚持“全面优质，特色发展”的

办学理念， 学生在各类发明小创

作比赛、OM 大赛中获多个各级

比赛的金奖、银奖、一等奖，学生

的作品还获得国家认证，取得 13

项国家新型实用专利证书；航模、

机器人团队连续数年获得全国青

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

冠军和机器人比赛冠军，多位

同学参加科技类比赛取得了

211、985 部分高校的自主招生

资格。

厚积薄发，饮水思源。广州市

第五中学是海珠区属的公办完全

中学，学校创建于 1951�年，是广

州市人民政府创办的一所公立学

校。 广州五中是首批广东省一级

学校， 首批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

普通高中， 广东省高中教学水平

优秀等级学校、 全国航空教育特

色学校 、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先

进集体、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教育

特色学校、广东省心理特色学校、

广州市科普教育基地。一直以来，

广州五中坚守“科雅育人”的教育

哲学， 开发了基于提升高中生核

心素养的系列校本特色课程，成

为广州市首批重点立项的五所特

色课程学校之一，2019 年 3 月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专家评审获

高分认定为“广州市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实验学校”。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硕果累累

广州五中通过长期积淀以课

程为载体的足球、艺术、科技等教

育凸显了学校鲜明的办学特色，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提

供了空间与舞台。 学校现有省内

一流的科技馆、图书馆、博雅堂、

翰墨馆、国学室、古琴室、地震观

测台、 安全教育体验馆等多个创

新人才孵化基地。 除此之外，学校

还在常规学科拓展课程和体育、

艺术课程的基础上， 从校外聘请

了不少具有专业水平的老师，为学

生开设更为别样多彩的课程，如古

琴、茶艺、拓片、葫芦丝、中国画、西

班牙语和日语等课程。 学生通过

特色课程学习，不仅保持了优异的

学习成绩，还可以通过学校的各种

学习平台在英语口才、科学研究水

平、科技创新能力、科学思维和素

养、 人文精神等方面得到综合发

展，为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

创新人才打好基础。

多元的课程体系为学生发展提供广阔平台

引进高校资源，创新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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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五中学

彰显“科雅育人”特色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广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焦何结）

近日，

路过BRT棠下村站的街坊都会发现，公

交站旁一座建成不久的人行天桥正在被

拆除。原来，这是要为地铁13号线二期工

程让路。据悉，原来被封的人行通道已重

新恢复使用。

天桥正围蔽拆除，人行道恢复使用

BRT棠下村站共有两座人行天桥，

该人行天桥位于公交站东侧， 坐落在中

山大道西和科新路交界处， 可供行人进

出公交站台及过街用。记者现场所见，天

桥位置正在围蔽施工，行人无法通行。天

桥的顶棚和护栏已拆除完毕， 部分桥身

也已被拆除。

贴在施工现场的公告显示， 拆除该

天桥是为了满足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

线二期棠下站施工需求， 计划施工时间

为2019年5月11日至6月11日，落款为“中

铁八局广州地铁十三号线二期十一标”。

天桥围蔽施工后， 被封闭的人行通道重

新恢复使用。

将建地下通道，地铁公交无缝对接

公告显示，根据计划，人行天桥拆除

后，将在原位置新增地下人行过街通道，

并且连接BRT棠下村站及地铁棠下站出

入口。施工方工作人员谭先生说，天桥拆

除完成后， 施工方会对周围的道路进行

迁移，改道完成后再开始实施地下工程。

街坊有话说：拆除天桥缺少前瞻性

人行天桥让位新地铁站本来无可厚

非，但令人疑惑的是，这座天桥建成使用

才短短一年多时间， 耗时耗力耗资修建

起来岂不可惜？ 在棠下住了近四年的街

坊刘先生认为，“城市建设是要有规划

的，这座天桥建起来好像才不久，没想到

这么快就要拆掉，很不合理。 ”但刘先生

也表示，拆掉天桥恢复人行道，对行动不

便的人来说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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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铁让路，棠下“短命”天桥被拆

目前已恢复路面人行通道，日后将建地下通道接驳地铁和公交站

粤语释词

“

嗱嗱

声” 即赶紧去办某事

的意思，其同义词为“

嗱嗱

临”。

在用法上，这两个词没有太大的

区别，有时可以互换使用。 若要

细分的话，“

嗱嗱

声”语气更为急

促，心情更加急躁。

时报读者 珍姐

嗱嗱声

普通话版

某天傍晚，南岸路一公交站，一对情侣的对话。

男：你看看那张订单，那场戏几点开场啊？

女：

11

点嘛，这场比之前那场便宜些。

男：哦，那还有很多时间，到那里还可以吃个饭呢。

女：离开场只剩一个半小时，够不够时间啊。

男：够啦。 糟了，我忘了拿眼镜了。

女：快点回去拿吧，真的被你气死了。

看戏睇戏

粤语版

某日挨晚，南岸路一公交站，一对拖友

嘅

对话。

男：你睇下嗰张订单，嗰场戏几点钟开场啊？

女：

11

点啊嘛，呢场比之前嗰场平啲。

男：哦，咁大把时间啦，去到嗰度仲可以食个饭添。

女：离开场得返个半钟咋，够唔够时间啊。

男：够啦。 弊，我唔记得攞眼镜添。

女：嗱嗱声返去攞啦，真系俾你激死。

白

话

街

事

目 前 ， 位

于中山大道西

和科新路交界

处的人行天桥

正 在 围 蔽 施

工， 即将被拆

除。

信息时报记者

焦何结 摄


